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20日讯 近日，
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官
网公布了《2020年第一次土
委会纪要》。 根据会议纪要，
长沙拟挂牌出让22宗“限价
地”。 其中， 最高限价达到
13800元/m2，该宗地位于芙
蓉区火星镇。

2019年， 限价最高的地
块当属滨江F4-B地块。经过
半小时的现场摇号，21家开
发商激烈竞争， 湖南梦想置
业开发有限公司最终中签，
毛坯销售限价12900元/m2。
据悉，拿地总价约15亿元，住
宅最高限价（毛坯）也是目前
同类土地中的顶点。

进入2020年， 芙蓉区火
星镇地块一经挂牌便引发关
注， 刷新了长沙住宅最高限
价（毛坯）。

据悉， 该宗地位于芙蓉
区火星镇，东起马王堆中路，
西至中国工商银行马王堆支
行，南临远大一路，北达纬一
路延长线。 地块可建建筑面
积99478平方米，规划用途为
商住用地。地块住宅（毛坯）

销售限价13800元/m2，起始价
67000万元， 折合楼面价6735
元/m2。

此外，滨江新城片区A4地
块（限价13400元/m2）、高新区
L04-B35 商 住 地 块 （限 价
10200元/m2）、望城区005号地
块（限价7300元/m2）等也或将
于今年挂牌。

“最高销售价格的限定，与
土地所处位置息息相关。”业内
人士指出， 芙蓉区火星镇地理
位置不错， 而且芙蓉区可供开
发的土地资源稀缺，“该片区目
前的房价均已上万， 因而限定
的价格最高。”

该业内人士认为， 虽疫情
造成购房需求延迟入市，但整
体需求仍在。去年长沙常住总
人口比上年增加23.98万人，
“人口红利助推楼市价值，长
沙人口激增，这将产生多大的
置业需求不言而喻，这也给了
限价地价格上涨的底气 。此
外， 从拿地到楼盘开盘约为3
年内，预计后期长沙房价将有
小幅上涨。”

■记者 卜岚

3月17日，万
鑫精工厂房内，工
人正在生产作业。

记者 朱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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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机床安静作业、员
工认真组装、 铲车不断搬运
出货……3月17日，在宁乡经
开区万鑫精工（湖南）有限公
司的厂房内， 正是一派忙碌
的景象。

这家宁乡经开区的“明星
企业”， 也是湖南唯一一家集
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
的专业精密减速机企业。由于
其产品是组装口罩机的必备
原件，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订
单不间断地涌来。 也正因如
此，早在2月7日，该厂第一批
员工便已陆续返岗。

“预计三月的销售额在
4500万元左右， 较去年同期
增长了30%。”万鑫精工董事
长周清泉如是介绍。

20余天未生产
2月销售额受影响

2月上旬， 受疫情影响，
口罩等防疫物资紧缺， 生产
口罩的机器也随之成为了香
饽饽。 而万鑫精工生产的减
速机， 正是组装口罩机的必
备零部件。 为全力交付客户
大量积压的订单， 万鑫精工
第一批十余人的员工率先于
2月7日复产。

不过， 受限于物流运输
并未恢复以及原材料短缺等
影响， 虽然工厂的订单量大
增， 却并未能同步推动销售
额的增长。

周清泉介绍，今年2月受
疫情影响明显， 因为要给全

体员工进行核酸检测， 整个工
厂的复工直到2月28日才完成，
“约等于浪费了20多天的生产
时间， 产值和销售额都不同程
度受到影响。”

订单增长30%
近半来自口罩生产企业

让人倍感振奋的是，进入3
月，物流逐渐跑了起来，原料供
应也开始趋于正常。

3月17日，三湘都市报记者
在万鑫精工厂房外的发货区看
到， 负责搬运成品的叉车忙碌
着，每五分钟就要运送一趟。而
在不远处的厂房里， 不同流水
线的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组装
着减速机的不同零部件。

工厂内出奇地安静， 只听
见机器运转的声音。

“正常情况下， 产线工人5
点半下班， 现在一般需要加班
到晚上11点左右。” 周清泉表
示，为了追赶落下的生产进度，
现在整个工厂内常常是一派热
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另据万鑫精工副总经理文
韬介绍，随着全国各地防疫物资
产能的扩大，以及制造企业相继
复工，该公司的减速机订单也迎
来了爆发式增长，“在3月份收到
的订单中，有一两千万来自于口
罩生产企业，而最近几天的订单
增速高达40%左右。”

来自该公司的统计数据预
测，3月工厂的整体销量将达
4500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30%左右。 ■记者 朱蓉

本报3月20日讯 根据国务院
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的相关公告
要求， 第二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
退税工作已经开始。 据长沙海关
统计， 我省约有30家企业可享受
对美加征退税，主要商品为木浆、
机电产品等， 预计退还税款约
2240万元。

长沙海关介绍，根据《国务院
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第二批对美
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除清单的
公告》，本次排除分为两个清单实
施， 对两个清单内所列的65项商
品，自2020年2月28日至2021年2
月27日， 不再实施为反制美301
措施所加征的关税。同时，对第一
个清单所列的55项商品， 此前已
加征的关税税款还予以退还。公
告下发后， 长沙海关迅速梳理相
关报关单， 加强对企业的政策宣
讲和退税申报指导， 第一时间帮
助企业办理相关退税手续。

3月19日，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
公司向长沙海关所属岳阳海关提交
了退税申请， 办理对美加征关税退
税手续。 该公司自2019年1月到
2020年2月， 从美国进口了27批漂
白硫酸盐针叶木浆， 共被加征了约
371万元的关税。 岳阳林纸股份有
限公司岳阳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曙光
说， 漂白硫酸盐针叶木浆是企业的
主要进口商品， 这次退税不仅缓解
了企业的资金压力， 也减缓了下游
产品和终端消费的价格波动， 有利
于企业复工复产。

长沙海关呼吁， 相关企业尽快
提出申请，凭原进口货物报关单、原
关税缴款凭证等相关书面材料向原
申报地海关办理退税手续。下一步，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还将继续开
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请
省内外贸企业密切关注后续批次排
除清单。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王晖 林俊

本报3月20日讯 今天上
午，万商联动·振业兴市系列
活动之嗨购雨花2020春季购
物消费节暨名花名车展在省
植物园世界名花广场启幕。
消费节会将持续至6月，包括
“万商联动、5000万元大让
利”、名花名车联展、爆款产
品购物狂欢夜、 网红直播带
你去云购、 嗨购雨花小程序
上线、“谁是雨花文旅网红”
评选等共六大活动、 十大亮
点。

据了解， 本次购物消费
节期间， 长沙市雨花区14家
大型商超、数百家餐饮企业、
24家汽车4S店同时参与此次
活动，推出集中优惠促销，累
计让利额度将超5000万元。
其中，名花名车联展中，众多
知名豪华汽车品牌汇集，网
红直播也将同步进行， 购车
最高可获15万元奖励。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致
敬在疫情中默默奉献和奋战
在抗疫一线的长沙医护人员
（含支援湖北和武汉医护人
员）、火神山、雷神山工程建
筑工人、最美志愿者、社区一
线防疫工作人员， 通程商业
广场红星店、 通程商业广场
喜乐汇店、 通程奥特莱斯华
晨店特为其提供折上折的优
惠。同时，参加本次活动的汽
车4S店，向“逆行者”们提供
了额度不低于3000元的专属
购车优惠， 且为团购后的额
外优惠。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杨杰

这家湘企生产的减速机是组装口罩机的必备原件 订单增三成，工人加班加点

口罩机成“香饽饽”，他们搭上了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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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限价达13800元/m2

今年长沙拟挂牌出让22宗限价地

我省企业可办理对美加征关税排除退税
主要有木浆等商品 预计可退税2240万元

春季购物消费节启幕
万商联动
让利50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