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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长沙市
消防救援支队隆重举行
新队友下队欢迎仪式，
欢迎 102名新队友到
来。 历经近一年摸爬滚
打， 长沙支队新训队员
在全省消防救援队伍新
训运动会上摘得5项单
项第一、2项单项第二、
1项单项第三、团体总分
第一。 记者 张洋银 通
讯员 谢海鹏 摄影报道

据了解，在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肆虐、 企业投资信心严
重受挫之际，《措施》 致力突
破当前我省招商引资工作的
短板弱项， 并结合下一阶段
我省开放型经济发展重点方
向，聚焦“招大引强”、外贸实
体企业引进及推进项目履约
落地等关键点， 做到有的放
矢。同时，突出重大项目的落
地奖励， 增强了对招大引强
的吸引力， 招商项目质量将
进一步提升。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国新冠疫情的防控举措
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
对外商再投资、国境外特别是
海外华人华侨回湘投资创业
更具吸引力。各国贸易政策的
不确定性增加，贸易环境日益
恶化，理论上可能新增以市场
为导向的产业投资机遇。我省
直接利用外资基本盘较小，产
业基础较好，在政策刺激带动
下，有望打造中部招大引强的
投资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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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强企业来湘新设总部最高奖千万
湖南出台十条新政加强招商引资，旨在突破短板弱项，打造中部招大引强投资洼地

A03要闻2020年10月17日 星期六
编辑/熊佩凤 图编/言琼 美编/张元清 校对/张郁文

扫
码
看
湖
南
招

商
引
资
十
新
政

本报10月16日讯 为准确掌
握全市古树后备资源现状，进一
步加强现存古树名木的保护与
管理，根据相关要求，长沙市林
业局、 长沙市绿化委员会办公
室日前联合印发《长沙市古树
后备资源普查实施方案》，明确
自10月开始， 将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为期1年的古树后备资源普
查工作。

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是加强
古树名木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此
次普查所指的“古树后备资源”
是树龄在80-99年的树木。 普查
工作于2020年10月开始，至2021
年11月结束， 具体分为准备、实

地调查、信息汇总、评审鉴定、档
案录入挂牌、总结评估六个阶段。

方案要求，各区县（市）要在
2020年10月底前完成工作部署，
制定普查实施方案。各区县（市）
要对各自辖区内古树后备资源
进行全面普查，包括散生大树、群
生大树及境内外移植的大树。特
别是对境内外移植的大树，要作
为此次普查工作的重点。凡没有
自行上报又没有合法手续的，市
林业局将组织市森林公安局、市
林业和园林综合执法支队集中
进行依法依规处理。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颜梦玲 实习生 王章萍

本报10月16日讯 长沙不动
产登记电子证照究竟该怎样查
询？若为代理人，又该如何查询？
今日， 记者从长沙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获悉， 该中心发布了不动产
登记电子证照查询须知。 须知指
出， 因管理或保管不当导致电子
证照泄露的， 需自行承担相关法
律责任。

其实早在日前，长沙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就印发《关于推行不动
产登记电子证照的通知》， 明确从
10月1日起， 原则上开发商及金融
机构业务均只颁发电子证书或证
明；其他类型业务暂保留原模式，可
同时领取纸质证书及电子证照。

不过，对于查询模式，不少市
民还是不太了解。对此，长沙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使用电子证照查询功能需要先在
“长沙不动产登记”微信公众号进
行实名认证。然后选择身份。本功
能分两种查询身份，分别是“我是

本人”以及“我是代理人”。查询人
查询前需明确自身查询身份，并
进入对应的界面查询， 否则将无
法查询到对应结果。

“若为代理人查询的，查询前
须认真阅读‘查询须知’，并勾选
‘我已阅读并同意’， 表示查询人
同意自行承担未遵守‘查询须知’
规定事项带来的所有风险与法律
义务。”该负责人表示，当查询人
身份为代理人时， 代理人代理的
每笔业务生成的电子证照， 代理
人仅可查询一次， 请及时下载并
妥善保管。

此外， 本人证照查询不限次
数。 因管理或保管不当导致电子
证照泄露的， 需自行承担相关法
律责任。据悉，截至9月9日，长沙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已经颁发了证
书286.3万本，其中电子证书7867
本。 办理二手房转移登记15.8万
笔，二手房资金监管721笔。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蒋沐晨

《湖南省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工作的若干政策措
施》（以下简称《措施》）于近日印发，“真金白银”支持我
省招商引资工作，涉及总部经济、招大引强、外商直接投
资等十个方面的内容。10月16日，省商务厅对此进行解
读，认为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的背景下，全省
招商引资工作危机并存， 湖南直接利用外资基本盘较
小，产业基础较好，在政策刺激带动下，有望打造中部招
大引强的投资洼地。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陈瑜玲

10月16日，《中国营商环境
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发
布暨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推
进会在北京召开，湖南省“一件
事一次办”改革和长沙市“打造
一流营商环境”的经验入选《报
告》“最佳实践篇”。

《报告》 全面介绍了国家发
展改革委牵头构建的中国营商
环境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系统
梳理了近年来推进中国营商环
境评价的工作进展和成效， 总结
提炼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
是参评城市“放管服”改革、优化
营商环境工作的改进提升过程
和最佳实践经验，是我国营商环
境评价领域首部国家权威报告。

其中，“最佳实践篇” 系统
梳理了开办企业等18个重点领
域的改革要求、最佳实践、创新
做法， 湖南省一件事一次办改
革和长沙市优化营商环境入
选。据了解，2019年来，湖南省启
动“一件事一次办”改革，以企
业、 群众为中心， 将过去的企
业、群众“跑腿”，变为现在的部
门和数据“跑路”，政府部门间
相互容缺、协同推进，实现并联
审批、 联合评审、 跨层跨域联
办，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长沙市把优化营商环境作
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头号工
程”，力推效能提速、实体经济
降成本、企业家权益保护、政策
落地四大专项行动， 全面推进
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 全力打
造“中部标杆、全国领先、国际
一流”的营商环境。

■湖南日报记者 金慧

作为企业的“大脑”，拥有
决策、管理、研发、营销功能的
企业总部成为近几年城市招
商的重头戏。

记者注意到，《措施》第一
条内容便是支持总部经济，鼓
励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
营500强和行业领军企业来湘
设立企业(集团)总部、中国区
总部、区域总部和研发、物流、
销售、财务、信息处理等功能
性总部。 对世界500强来湘新
设立中国区总部，且注册资本
在2000万元以上的，最高奖励
其在湘企业1000万元。对中国
500强、 民营500强来湘新设
立企业(集团)总部，且实际到
位资金在1亿元以上的， 最高
奖励1000万元。 对行业领军
企业来湘新设立企业(集团)总
部、 世界500强来湘新设立区
域总部，且注册资本在2000万

元以上的，最高奖励500万元。
对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
营500强、 行业领军企业来湘
新设立功能性总部的，最高奖
励300万元。

在支持招大引强方面，对
实际到位资金(不含外方股东
贷款，下同)超过3000万美元
的外资项目 (不含房地产业、
金融类项目，下同)和实际到
位资金超过2亿元的内资先进
制造业项目，按其当年实际到
位资金1%的比例给予奖励，
最高奖励1000万元。 对世界
500强、全球行业前50强龙头
企业新设实际到位外资金额
超过1亿美元的项目，中国500
强、 民营500强、 国内行业前
10强龙头企业新设实际到位
内资金额超过10亿元的先进
制造业项目，按“一事一议”方
式给予支持。

支持总部经济，支持招大引强

根据新规，对两年内吸引
5家以上企业抱团产业转移来
湘，且投资总额在5亿元以上，
到位资金达到投资总额的
30%以上或投产率达到50%
以上的产业园区，给予最高不
超过500万元的奖励。

对新引进年进出口实绩
5000万美元以上且有较大产
业带动能力的外贸实体企业，
一次性奖励200万元；对新引
进年进出口实绩5亿美元以上
且有较大产业带动能力的外
贸实体企业，按“一事一议”方
式给予支持。

加大对市州、 县市区利
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绩效评
估， 对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
资1000万美元以上的市州、
100万美元以上的县市区进
行奖励。

《措施》 还就促进项目履
约落地、 保障重大项目用地、
加大项目开发储备力度、鼓励
创新招商方式、优化投资环境
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单个
项目同时符合多个奖励条款，
可以叠加享受奖励，奖励金额
累计不超过2000万元 (“一事
一议”项目除外)。

单个项目同时符合多个奖励条款，可以叠加奖励

突破短板弱项，打造中部招大引强投资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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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和长沙市
榜上有名

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这样查询
因保管不当导致泄露，需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摸清古树后备资源底数，守住乡愁
长沙开展一年普查，重点是境内外移植的大树

长沙喜添
“蓝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