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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岛歌厅
重启“夜生活”

热闹的歌厅文化回归长
沙的“夜生活”！5月22日，
“歇演”了120多天的长沙琴
岛正式恢复营业性演出。当
晚，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琴
岛观看节目的观众约200
人。恢复正常营业后，琴岛的
入场时间为晚上8点半至9
点， 演出时间为晚上9点到
11点半。根据要求，每场可
出售的门票为240张， 目前
已全面推行网上购票。

记者 潘显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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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2日讯 谎称有口罩
出售来诈骗， 献血者编造自己感染
新冠肺炎， 村民不配合防疫攻击执
法民警……这些在疫情期间发生的
案件被通报。今天上午，省高院召开
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全省法院依法
惩处妨害疫情防控刑事犯罪有关情
况，并发布四起典型案例。

今年2月1日晚， 邓某某在明知
其未感染新冠肺炎、 身体状况良好
的情况下，为了寻求刺激，在有236
名群成员的“机采血小板之家”的献
血微信群中， 编造发布其是新冠肺
炎患者， 要出去感染他人的虚假疫
情信息。因邓某某系长期献血者，且
近期有献血史， 其所献血液已用于
临床并输注到其他病人身上， 邓某
某编造的该虚假疫情信息在一定范
围内引发社会恐慌。

娄底市中心血站、 娄星区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
挥部、 水洞底镇疫情防控指挥部先
后启动应急预案进行排查、防控。经
检测，邓某某核酸检测呈阴性，未感
染新冠肺炎。2月2日，警方将邓某某
抓获。

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邓某某编造虚假疫情信息，在
信息网络上传播，引发社会恐慌，致
使卫生防疫、 公安机关等职能部门
采取紧急应对措施， 严重扰乱社会
秩序， 其行为已构成编造虚假信息
罪。 该院以编造虚假信息罪判处邓
某某有期徒刑一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全省
法院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
依法从严从快惩处了一批妨害疫情
防控刑事犯罪。截至5月14日，全省
法院一审受理妨害疫情防控刑事案
件165件221人，审结91件111人，结
案率55.15%。 在已审结涉疫情刑事
案件中，诈骗罪41件，占45.05%；非
法狩猎罪21件，占23.07%；妨害公务
罪15件， 占16.48%， 三者合计占
84.6%。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李果

《通知》指出，符合条件
的民办幼儿园、 民办培训学
校（含专修学院，下同）可以
享受市、 区已出台的减轻疫
情影响的系列帮扶政策，各
相关部门要按照文件规定将
帮扶政策落实到位。 各区县
（市）应尽快落实民办幼儿园
各类应付财政补贴资金，各
区县（市）配套的2019年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资金尚未拨付
的应立即到位。 市财政按照
年初预算安排，以2020年1月
在园幼儿数为基数， 将2020
年上半年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奖补经费中的生均公用经费
进行预拨。各区县（市）按1 ∶1
比例同步配套拨付， 预拨资
金应在今年5月底之前拨付
到位。

本报5月22日讯 5月21日
晚，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哈高科）发布公告，
宣布公司购买资产事宜获得证
监会无条件通过。并购重组方案
显示，哈高科拟通过发行股份的
方式，购买湘财证券99.73%的股
份，定价为106.08亿元。

这意味着，9年来多次冲刺
IPO的湖南老牌券商湘财证券终于
迎来高光时刻，通过借壳哈高科实
现上市梦想，成为A股上市券商。

曲线上市获无条件通过

2019年6月， 哈高科宣布因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之
后披露的具体方案显示，哈高科
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新湖
控股、国网英大、新湖中宝、山西
和信、华升集团、华升股份、电广
传媒、钢研科技、大唐医药、可克
达拉国投、黄浦投资、中国长城、
长沙矿冶、深圳仁亨、湖大资产、
湖南嘉华16位股东购买其持有
的湘财证券99.73%股份，定价为
106.08亿元。同时，公司拟向不
超过35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用于增资湘
财证券、支付本次交易各中介机
构费用及交易税费。

2020年3月27日，哈高科对
证监会提出的20个反馈问题进
行了回复，涉及“双主业”下如何
保持有效治理结构、湘财证券的

估值合理性等一系列市场和投
资者重点关注的问题。

5月21日， 并购重组方案获
得证监会无条件通过。

9年来数次冲刺IPO

公开资料显示，哈高科主营
业务主要包括非转基因大豆产
品深加工、制药、防水卷材业务、
工业厂房及其他业务等。本次交
易完成后，其业务范围将增加证
券等金融服务业务。

哈高科表示，本次重组一方
面将有效拓宽湘财证券融资渠
道、补充资本金、增强抵御风险
的能力，有利于进一步将湘财证
券打造成为更高效、专业、有实
力的综合金融服务商。

湘财证券官网显示，其前身
为湖南省湘财证券营业部，成立
于1992年，已有28年历史，是第
一家被核准的全国性综合类证
券公司。

2011年3月，市场就传出湘财
证券计划收购财富证券（现更名为
财信证券）33%的股权， 拟通过换
股合并的方式上市，但之后因付款
方式等问题，交易未能成行。

从时间上来看，到本次哈高
科的重组获得证监会无条件通
过， 湘财证券在IPO之路上已经
“奔忙”了9年，这才得以曲线上
市，实现A股上市梦想。

■记者 潘显璇

减租减税减负！助民办幼儿园渡难关
长沙13部门联合送帮扶政策“红包”，减轻疫情对民办幼儿园和培训学校的影响

“帮助民办幼儿园纾困”———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到的这一点，长沙也正在落实。5月22日，长
沙市教育局、市发改委、市民政局、市财政局等13个部
门联合下发通知，送出多个帮扶政策“红包”，进一步减
轻疫情对长沙民办幼儿园和培训学校的影响。（扫报眉
二维码，看长沙给民办幼儿园和培训学校的福利）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王威

疫情防控期间，鼓励金融
机构对符合贷款条件的民办
幼儿园和民办培训学校加大
信贷支持， 合理降低融资成
本，提高金融服务效率。鼓励金
融机构根据申请， 适当给予贷
款展期、延期付息、免收罚息等
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排，最
长可延至2020年6月30日。协
调金融机构合理调整民办幼
儿园和培训学校疫情期间发

生的违约还款征信逾期记录。
《通知》还强调，在疫情

防控期间，对民办幼儿园和培
训学校用水、用电、用气实行
“欠费不停供”措施。其中，用
电自2020年2月1日至6月30
日，电网企业对民办幼儿园和
培训学校计收电费，统一按到
户用电价水平的95%结算，各
转供电主体要确保降电价红
利及时足额传导到终端用户。

对于目前尚需缴纳房屋
租金的普惠性城镇小区配套
幼儿园，各区县(市)应协调督
促开发商（房东）为幼儿园适
当减免房租。

《通知》明确，民办幼儿园
和培训学校申请在6月30日前
缓缴职工住房公积金，暂缓期
间单位职工贷款和提取权益
不受影响。2020年7月起因经
营困难需要继续缓缴的，应当
在与职工充分协商的前提下，
按照《长沙市降低住房公积金
缴存比例或缓缴住房公积金
审批办法》文件执行，最长可
申请缓缴12个月。对受疫情影

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
民办幼儿园和培训学校，可申
请缓缴社会保险费，缓缴期限
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 缓缴期
间免收滞纳金。 从2020年2月
起，参加长沙市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的企业其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单位部分实行减半征收，
减征时间从2020年2月至2020
年6月，共5个月；从2020年2月
1日起，受疫情影响连续3个月
出现累计亏损的企业，可向参
保地医保费征缴部门申请缓
缴职工医保单位缴费部分，缓
缴期限不超过6个月； 减征期
间不能同时享受缓缴政策。

民办幼儿园预拨资金5月底前到位

适当减免房租，可缓缴社保金

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学校的信贷支持

借哈高科“曲线上市”获批
湘财证券历时9年圆梦A股

谎称得了新冠肺炎
献血者获刑一年
全省法院一审受理妨害疫
情防控刑事案件165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