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8日， 长江上首座双层公路大桥———武汉杨泗港长江大桥正式投入
使用。杨泗港长江大桥全长4.13公里，主跨1700米，一跨过长江。大桥上层为
城市快速路，双向6车道，设计行车时速80公里；下层为城市主干道，双向6车
道，设计行车时速60公里。 新华社 图

图片·新闻

本报10月9日讯 世界油茶看
中国，中国油茶看湖南，湖南油茶看
衡阳。今日，湖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全国油茶产业创新发展大会新闻发
布会宣布， 全国油茶产业创新发展
大会将于10月16日—18日在耒阳
召开，助力衡阳打造“中国油茶第一
强市”。

本届全国油茶产业创新发展大
会以“油茶之都，千年耒阳”为主题，包
括五大主体活动：开幕式暨茶油文化
展演，茶油产业创新发展论坛，茶油产
品暨艺术文化体验展，产业园区现场
参观，2019茶油化妆品科技论坛（中
国·耒阳）及招商签约活动。

本次大会还设置了中国茶油产
学研基地、茶油科技楼、茶油电子博
物馆揭牌仪式， 乡村趣味运动会，千
人共品油茶宴，共绘百米油茶主题书
法长卷， 参观古法压榨技艺5个同期
配套活动。

耒阳作为中国油茶的核心产区，
曾两次被评为“全国名特优经济
林———油茶之乡”。目前，耒阳现有油
茶林118.4万亩，为全国油茶面积第一
县。2018年耒阳产油茶1.65万吨，年
产值40.5亿元， 有全国油茶产业重点
企业1个、 省级林业龙头企业3家，通
过油茶产业已带动4842户贫困户收
益。 ■记者 李成辉

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

“对所有市场主体一定
要平等对待， 一碗水端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
俊海说， 政府不得为增进自
身利益而偏爱某些企业或剥
夺、 限制其他企业的合法权
益， 既不能在投资者所有制
性质上有所偏袒， 也不能在
贫富企业间、大小企业间、内
资与外资企业间、 本地与外
地企业间有所歧视。

刘俊海说，打造稳定透明
公平、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
境，一是良法，因此条例的出
台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善治，
推进营商环境治理的现代化。
条例提出五大举措，如简政放
权、保护市场主体权益、严格
责任追究等，既是对已有成功

经验的全面总结，也有对市场主
体合理期待的回应。

刘俊海说，当前，我国营商
环境的国际排名不断提升，但是
和社会期待还有差距。营商环境
是由一系列具体的、可度量的指
标组成，条例的举措必须落到实
处。“徒法不足以自行”， 要让企
业从设立到清算退出市场，从公
司治理到股东保护，每一个环节
与节点都有法可依。

“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
化服务改革的背景下，条例的出
台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也具有
很强的必要性。” 北京大学竞争
法研究中心主任肖江平说。

给投资者吃上定心丸

条例提出， 加强市场主体保
护。依法保护市场主体经营自主

权和企业经营者人身财产安全，
严禁违反法定权限、程序对市场
主体和经营者个人的财产实施
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

刘俊海说，“有恒产者有恒
心”，前提是有恒法。以国务院
行政法规的形式出现， 有助于
夯实产权保护的根基， 发挥制
度引领作用。 保护市场主体的
权益，也包括投资者、股东，企
业家、公司董事、高管、职业经
理人等。

刘俊海说，全面深化改革，
关键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
系、政府跟企业的关系、市场跟
企业的关系。 什么情况下政府
要有所担当， 什么时候靠无形
之手， 条例进一步明确了监管
的执法机制，市场失灵的时候，
监管者要有所担当、有所作为。

“当前，全社会对条例非常
关注。哪里投资环境好，哪里就
是投资的热土。” 刘俊海说，要
看到条例对于促进投资、 吸引
外资的积极作用， 这将给投资
者吃上定心丸。 在当前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 外部经济环境不
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 条例的
出台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
义， 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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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

制度保障来了，给投资者吃上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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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文旅地产 10 强”
———鼎龙集团演绎理想旅居生活

幸福生活的样子有一千种， 与海为
邻、大漠孤烟、山涧清酒。 幸福生活的样
子只有一种，望碧空风卷云舒，看庭前花
开花落。

鼎龙集团，2019 中国文旅地产 10�
强，广东地产资信 20�强，作为一个创想
生活无限可能的大师， 积极探索幸福旅
居新模式， 契合文旅项目所在地域的自
然环境与文化特色，因地制宜合理开发，
匠心打造五大旅居产品， 安放不同人群
的旅居情怀，开创中国文旅新格局。

鼎龙集团深耕粤西、 立足大湾区、
放眼全国、布局全球，以开发文旅项目
为基地，创新“文旅 +”“康养 +”模式，整
合文化、健康、养老、旅居、酒店、农业、
工厂小镇等元素，推动第一、二、三产业
融合，打造多个顶级文化旅游生态养生
度假胜地。 包括集海洋、健康、主题公
园、星级酒店群、文化于一体的滨海欢

乐王国系产品；以海岸线为基础，承载
丰富度假配套的滨海度假系产品；依托
山脉、森林公园、温泉、农业等资源的森
林温泉系产品； 选址历史文化遗迹，结
合森林公园等资源打造的生态文化系
产品；选择一线及国际都市的稀缺绝版
物业，打造珍稀豪宅系产品。

作为鼎龙集团文旅钜作，鼎龙湾是
滨海欢乐王国系的代表作品，海南旁湛
江一线海景房，数万业主投资度假冬休
首选。项目占地约 25000 亩，拥约 16 公
里海岸线，涵盖海洋旅游、滨海旅居、健
康养生、主题公园、星级酒店群、异域风
情等多业态。 目前， 建面约 44-118m2

一线海景美宅正在热销中， 总价 40 万
起，拎包入住，详询 0731-89873171。有
意向的市民可前往鼎龙文旅长沙展销
中心了解，地址位于长沙市岳麓区保利
西海岸 A11 栋（裕湘纱厂对面）。

近日， 太平人寿湖南分公司成
功举办2019年“以匠心致初心，最美
太平人”运营系列劳动竞赛。

决赛当天，在“我是服务管家”
征文演讲环节， 十位选手结合个人
工作经验，分享自己的服务理念、服
务案例、 调查故事和经验总结等内
容；在“我是培训大师”课件演绎环
节， 五位选手上呈自主开发课件作

品，由评委随机挑选课程章节进行现
场演绎。 太平人寿长沙中支谢韵平、
李传威分别荣获咨诉专家、调查专家
一等奖，分公司赵颖慧包揽服务管家
和培训大师双项一等奖。

太平人寿湖南分公司将持续倾
力打造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体系，
不断提升客户的满意度。

■钟峥 经济信息

太平人寿湖南分公司成功举办劳动竞赛

本报10月9日讯 养成消费
后开发票的习惯， 说不定能带给你
30万元的大奖。 记者今日从国家税
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简称省税务
局）获悉，全省“发票有奖二次开奖”
活动第一期现场开奖定于10月10日
进行，将现场揭晓首期获奖名单，最
高奖金达30万元。

根据规定， 个人消费者在我省
餐饮业、住宿业、娱乐业、建筑装饰
业、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业5个
行业消费， 所取得的增值税普通发
票和电子发票，可通过“湖南税务”
微信公众号的“有奖发票”栏目参与
第一次开奖， 单笔奖金最高100元，
最低5元。奖金通过微信红包形式发

放，中奖者须在24小时内点击领取。
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者，在产生

第一次开奖结果时，可填写个人实名
信息参与第二次开奖。 二次开奖活动
设有3个等级的奖项， 每期分别为一
等奖1名，奖金30万元（含税，下同）；
二等奖3名，单个奖金10万元；三等奖
8名，单个奖金5万元。

二次开奖活动以现场摇奖的方
式进行，活动时间从即日起至2021年
7月31日止，共两年。第一期开奖定于
2019年10月10日进行， 此后每两个
月进行一次开奖活动，日期为每两个
自然月结束后的第10天（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罗舜爱

湖南发票有奖首期“二次开奖”今日揭晓
奖金最高30万！谁会是幸运儿？

全国油茶产业创新发展大会下周在耒阳举行
助力衡阳打造“中国油茶第一强市”

10月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优化营
商环境条例（草案）》，以政府立法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
兴业提供制度保障。专家表示，条例围绕市场主体需求，
聚焦转变政府职能，将近年来“放管服”改革中行之有效
的经验做法上升为法规，并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确立对
内外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的营
商环境基本制度规范，具有重要意义。

长江上首座双层公路大桥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