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学第一课，听听大学校长讲了什么
“超越”“时代”“学习”是他们教给学子的人生关键词

本报9月14日讯 今日， 记者
从湖南省发改委获悉，为做好“六
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湖南
省发改委(省优化办)再次梳理了
国家、省新出台的有关政策，形成
了第二批支持企业应对疫情影响
和复工复产“干货”政策，共45项
（完整政策文件可登录相关部门
网站查询）。政策显示，将对承租
国有房屋用于经营、 出现困难的
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免除上半年3个月房屋租金。

据悉，部分政策此前已施行，
为加大支持力度， 延长了实施期
限或者扩大了政策范围。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按1%征税

税费优惠方面，2020年3月1
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除湖
北省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
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
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今年， 还将对纳税人运输疫
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取得的收
入， 对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
服务、生活服务，以及为居民提供
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
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
及受疫情影响较大经营困难的交
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影视娱
乐行业的企业， 当年缴纳城镇土
地使用税、房产税确有困难的，按
规定依申请给予不低于50％的城
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困难减免。

对主动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减免租金的大型商务楼宇、
商场、市场和产业园区等出租方，
当年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

税确有困难的， 根据租金减免情
况按规定依申请给予城镇土地使
用税、房产税困难减免。

对电影行业企业2020年度
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由5年
延长至8年。电影行业企业限于电
影制作、发行和放映等企业，不包
括通过互联网、电信网、广播电视
网等信息网络传播电影的企业。

一般工商业
按原到户电价的95%结算

稳岗就业方面，政策指出，受
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
的企业， 可继续缓缴社会保险费
至今年12月底， 缓缴期间免收滞
纳金。

同时， 对企业吸纳登记失业
半年以上人员或中小微企业招用
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就业， 且签
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
纳社会保险的，可给予1000元/人
的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财政奖补方面，自今年1月23
日至9月30日，对疫情期间有实际
跨境电商进出口业绩的企业，给
予一定的物流成本补贴。 鼓励共
建共享海外仓， 对符合条件的公
共海外仓给予适当支持。

政策还指出，2月1日至12月31
日，除高耗能行业用户外，现执行一
般工商业及其他电价、大工业电价
的电力用户（含已参与市场交易用
户），电网企业在计收电费时，统一
按原到户电价水平的95%结算。

此外， 对承租国有房屋用于
经营、 出现困难的服务业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免除上半年3个
月房屋租金。转租、分租国有房屋
的，要确保免租惠及最终承租人。

■记者 卜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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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三湘都市报记者从
举办的2020年省本级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培训班获悉，省人社厅、省
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进
一步做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工作
的通知》。

根据《通知》，全省范围内，
除财政全额拨款、 差额拨款单
位的失业保险参保单位， 符合
条件的， 均可申请一般企业或
者困难企业稳岗返还。 从事劳
务派遣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可

为实际用工单位申请享受一般
稳岗返还。

相关负责人指出， 符合条件
的一般企业稳岗返还是上年度实
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 兼并
重组、化解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产
能企业是返还70%， 对于不裁员
或少裁员的中小微企业返还标准
最高则可提至100%， 希望符合条
件的企业都尽快来申报。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易巧君 周毅

劳务派遣单位也有稳岗返还补贴了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拟对湖南
马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郴州金箭焊料有限公司、湖南华盛建
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等三户债权进行处置，该三户债权总额
合计 15020.81万元(截止基准日:�2020年 9月 10日)。 欲了解
抵质押及保证人、 诉讼等详细信息请登陆公司网站 http:
//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组包或单户债权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

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
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自公告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

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
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
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曹先生（0731-84458563），

陈先生（0731-89917506）
通讯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31 号尚玺苑

18B栋
邮政编码：410005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宋先生（0731-89923416）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20年 9月 15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对湖南马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等三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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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爱华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430903201459,声明作废。

◆刘丽群遗失华润湖南瑞格医药有
限公司益生药号开具湖南增值税普
通发票 1 份，代码 043001900204 号
码 25995610，声明作废。

◆蒋霆（43048119930124123x）、
张婷（430481199504070581）和
耒阳市皇城名居项目签订的 29
11 房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 L
Y2016000383）遗失，备案合同
声明作废。

◆周褀遗失湖南农业大学毕业
证及毕业生档案， 毕业证号：
65439109083051102，声明作废。

◆谢正邦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430903201333,声明作废。

◆湖南师范大学 2017 届硕士毕
业生段风博遗失报到证， 证号
20171054210104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两种心情通信商
行遗失长沙电信开具的押金收
据 1 张， 收据编号：10024589
（金额：10000 元），声明作废。

◆刘和宗遗失长沙世纪御景房
地产有限公司开具北辰中央公
园 D 区 17-栋 704 室， 遗失购
房收据， 收据号：2024857，金
额：281248 元，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海雄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将注册资本从伍亿
元减至 500万元。 为保护本公
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担保。 联系人：谭雄，
电话 13607317389

注销公告
长沙经贸职业中专学校经理事
会决议由非营利性民办非企业
单位变更为营利性民办学校，
故注销在民政局登记的民办非
企业单位，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长沙
经贸职业中专学校） 清算组申
报债权。 联系人：周永亮
电话：13755011417

图片·新闻

支持复工复产，第二批“干货”政策来了
共45项，部分政策此前已施行，为加大支持力度，延长了实施期限或扩大了政策范围

9月13日，湖
南省衡阳市常宁市
西岭镇五冲村的村
民在晾晒竹条。近
年来， 该村依托本
地丰富的山地资
源， 企村联动大力
发展楠竹种植、加
工业， 极大地促进
了农村劳动力就近
稳定就业、 增收致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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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竹撑起
致富梦

踏入9月中旬，湖南高校陆
续开学。 大一新生们在大学阶
段接受到的第一次“传道授业
解惑”，便是校长们在开学典礼
上的演讲。“超越”“时代”“学
习”“发展”“人生” ……让我们
来聆听校长们在开学典礼上的
讲话， 读懂他们教给青年学子
的人生“关键词”。

中南大学校长田红旗：
超越让青春更闪耀

超越是中南最厚重的传
承，是中南最坚强的力量！超越
源于对青春、对生活的热爱，源
于对理想、对进步的追求，源于
对祖国、对时代的担当。

超越的底蕴就是夯实基
础，大学是人生的储备期，良好
的品行、广博的知识、健康的体
魄都是支撑人生不断超越的基
石；超越的关键就是敢于突破，
时代的发展、文明的拓展，是一
次次更迭旧识、 重构边界的过
程；超越的魅力就是蝶变升华，
超越者的胜利， 那是万水千山
只等闲的豪情， 那是登顶一览
众山小的胸襟， 那是不负韶华
济天下的担当。 当超越成为你
的人生习惯， 那将是对青春最
美的礼赞！

湖南大学校长段献忠：
让世界听到你们的声音

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 你们
以多种形式投身志愿服务， 让世
界听到了你们的声音、 感受到你
们的蓬勃力量。大学阶段，要向世
界一流大学学生看齐， 敢于同他
们同台竞技， 让世界听到湖南大
学的声音； 作为一名湖南大学学
生， 更要在毕业后让世界听到你
们更多的声音。

让世界听到你们的声音，从
现在起就需要树立远大志向，要
以报效国家为己任， 以兼济天下
为荣光，努力成就有意义、有高度
的人生；需要练就过硬本领。要学
好每一门课程， 提高综合能力，参
加创新创业训练，参加社会服务活
动，在更加广阔天地里增强本领；还
需要刚毅有恒去奋斗。希望同学们
在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里，在青春
奋斗中施展才华，放飞梦想。

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刘起军：
要把自身发展与国家前途紧
密联系在一起

今年是受到疫情影响的特殊
一年， 大家经受了疫情和升学的
双重考验， 应更能深刻体会到社
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越、 更能感

受伟大抗疫精神的宝贵、更能懂得
安静而平和的学习生活来之不易。
希望作为师大年轻一代，大家要把
自身发展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
密联系在一起，守望“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的理想；要爱大众修
大德，始终与国家同频共振，与民
族命运相连， 与人民一路同行；要
尽精微炼大器，善于创新、精益求
精，要保持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的
韧劲，坚守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
定力；要善勤苦修大业，做事求实，
做人求是，以实诚立身，用实干立
业，凭实绩进步。

湖南科技学院校长李钢：
崇尚英雄，厉行节约

“元气满满”的你们重返校园，
我嘱咐大家要用心上好三堂课。一
是“崇尚英雄”的思政课，作为你们
的校长，我愿意和你们一起追星，当
钟南山的“铁粉”，做李兰娟的“迷
弟”，让抗“疫”英雄故事经常占据我
们的“热搜”。二是“厉行节约”的生
活课，争做勤俭节约的传播者、实践
者和示范者。让节约粮食成为校园
“潮流”，让坚守“粮”心成为饭桌“食
尚”。三是“努力奋斗”的人生课，用
奋斗精神铸就青春底色。

■记者 杨斯涵 黄京
实习生 陈蕊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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