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接到国家税务总局永州市冷水滩区
税务局的通知，我们可以享受1月份增值税
减免8.58万元。太及时了！”日前记者来到
湖南省永州市，该市豪庭国际大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会计熊莲介绍，受疫情影响，酒店2
月份营业额不及平时的十分之一，“这笔税
收减免真是雪中送炭。税务人员的主动服
务，更是给我们吃下了‘定心丸’”。

豪庭国际大酒店能够快速享受税收减
免，得益于税收大数据的运用。疫情发生

后，冷水滩区税务局通过税收大数据筛选出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30余户餐饮住宿业企
业，从纳税申报、税收优惠享受、增值税发票
开具等方面预判纳税人需求，主动提供线上
辅导、申报指导等服务，让企业足额享受税
收优惠，尽快渡过难关。

“让税收数据说话，才能找准影响企业
复产的难点、堵点。”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
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刘明权介绍，在“战疫
情，稳经济”过程中，湖南税务部门通过挖掘

税收大数据潜力，针对企业复产“堵点”开展
“一户一策”政策宣讲，以有效的税收手段助
力打通企业产销链、现金流，保证企业复工
不断档、生产不停滞。

湖南康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新冠肺
炎病毒IgM抗体检测试剂盒生产企业。日
前，该公司接到10万盒检测试剂盒订单，正
为解决如何开票问题发愁时，岳阳经开区税
务干部陈勇主动上门了。原来，陈勇在分析
比对防疫重点企业相关数据时，发现康润药

业每月只能领购150份发票，最高开票限额
为10万元。“正常情况下，该发票量是足够
的，但面对这次的订单却不够，后续还会有
大量订单，如此一来，发票就成了销售环节
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陈勇将情况上报后，不
到1个小时，按“容缺办理”方案为企业调增
了发票供应量。同时，通知该公司可享受的
税收优惠。“税务部门的主动服务，是我们安
心生产、扩大生产的‘及时雨’。”康润药业财
务经理陈媛说。

为帮助重点出口企业复工复产、助力稳
外贸，湖南省税务部门依托大数据平台精准
服务外贸出口企业，高效开展无纸化出口退
税办理，出口退税办理时限压缩到6个工作
日，加快了出口企业资金周转。“467万元的
出口退税不到一天时间就到账了，办理速度
相当给力。”3月2日，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
限公司会计周丽琴收到退税款到账短信后，
对醴陵市税务局的办事效率表示赞赏。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湖南

省出台一系列措施，帮助企业

解决复工复产面临的挑战和

困难，筑牢防疫“堤坝”，企业

发展信心进一步增强。

“今年天气偏暖，捕捞比往年提前了一些，第一批小龙虾错
峰上市，收购价每斤30多元。”这几天，湖南益阳市南县青树嘴
镇沙港市村稻虾生态养殖基地一扫前段疫情影响的冷清，变得
热闹起来。贫困户陈克华和其他养殖户正在稻虾田里下水、用
地笼捕捞小龙虾，眼见被倒出笼的大个小龙虾很快把水桶塞满，
陈克华满脸的喜悦。

为确保疫情防控和春耕备耕“两不误”，益阳立足打造“洞庭
生态稻”品牌、推进“稻虾共作”高质量发展实际，及时出台了《支
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帮助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十二条措施》，将550万亩粮食生产面积、总产230万吨任务
逐一分解到县、乡、村、大户。该市坚持“两稳一提一创”抓粮食产
业发展，“两稳”即稳定粮食面积和产量；“一提”即加快推进粮食
生产由增产向提质转变；“一创”即大力发展绿色优质特色稻米标
准化生产、精深加工，持续擦亮“鱼米之乡”名片。

抓好春耕备耕，引导特色农业品牌发展布局，畅通信息和供
销渠道是关键。益阳及时组织技术专家编制水稻、茶叶、稻虾等
生产技术要点，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技术指导服务。针对疫情期
间农产品供应受阻等情况，该市实施“品牌农业+微电商”供销模
式，畅通农产品从生产基地到餐桌的“绿色通道”，让“益字号”特
色农产品出得了场、进得了城、到得了户、上得了桌，有效化解了
买难卖难问题。全国主要茶叶产区、“黑茶之乡”安化县改变以往
的“线下开园节”模式，从2月20日起举办网上开园节，对企业线
上推广费政府给予30%的奖补，鼓励茶企开展电商销售等线上营
销；赫山区创新蔬菜“不接触配送”服务模式，为全市113个小区
提供蔬菜配送服务，服务居民近3万户，日销蔬菜超过200吨。

3月10日，旺旺集团湖南总厂的智能自动化包装车间内，两
条利乐包生产线开足马力，小包纸盒牛奶通过流水线整齐排队
运转，包膜、贴吸管、加外包纸箱……生产线重现往日的繁忙。

“我们员工都是经过科学隔离和严格检测才上岗的。”旺旺集
团行政负责人介绍，目前17条生产线开足马力，24小时抓紧生产，
员工返岗人数千余人，返岗率达九成以上。“选派专人联络对接、提
供政策优惠、延长缴费时间、发放复工补贴……”说起能复工的多
方面因素，该负责人表示，望城区委、区政府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一
部分，“由于复工组织早、产能恢复快，为公司赢得了市场先机，除
保证自身的订单外，还承接了湖北旺旺工厂停工的部分订单”。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对望城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小
的冲击。自省、市相继吹响“复工令”以来，望城积极响应，坚持

“疫情防控阻击战”和“经济保卫战”两场硬仗一起打，铆足干劲
推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截至3月8日，全区复工企业2083家，
到岗111852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99.14%。35家重点
企业中，产能为100%的企业有23家。

企业用工难、疫情防控难、交通物流难、市场拓展难……疫
情之下，复工面临不少困难。对此，望城区提前部署、科学施策，
能想的办法、能使的力气都围绕安全有序复工下起了“先手棋”。

企业缺防控物资？政府来保障！望城区第一时间制定行业
防疫指南和企业防疫标准，自1月27日起派出工作组辗转各地
对接防疫物资，让企业放心开工。截至目前，共为企业发放口罩
113万只、酒精570升、消毒水948升、体温枪410个。

解企业之难，望城区强化政策扶持。2月6日，该区在稳定
用工、减税降费、金融服务、减免租金等方面出台十条举措，给受
疫情影响的企业做减法、精准减负，帮助企业渡难关。2月21
日，率先在湖南省第一批落实政策兑现资金1320余万元，截至
3月3日，累计为3413家企业申请社保免缴，为195家企业申请
稳岗返还，通过金融支持办理企业延期贷款4502万元、无息担
保贷款9730万元，新增贷款2.28亿元。

“既要‘减负’，更要‘加油’。”望城区委副书记、区长范焱斌
介绍，在疫情防控、经济发展的“双战场”上，望城不仅出台实打
实的举措，为企业纾困减负，更立足做加法，以政府补贴方式，帮
助企业接工招工，加快人力资源保障。

2月7日，望城组织第一批10台爱心大巴分赴湘西、张家界、
怀化等市州的26个县市区，免费接送比亚迪电子长沙工厂的工人
统一返厂，至今已开通“返岗爱心大巴”专车107趟，免费接送2457
名员工返岗上班，为从外地返回望城的务工人员送上各类防护物
资等“暖心复工礼包”和每人320元的交通、房租、生活、防疫物资
采购四项补贴的“复工红包”。同时，望城区强化联点帮扶，对35家
重点企业和70个重点项目实行“一个企业一个工作组”对口帮扶，
选派348名防疫联络员下沉到923家企业，“手把手”指导帮助企业
解决各类难题，协助企业招工7043人。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满岗复工、规
模以上农业企业复工率98%、5700家规模
以上服务企业复工，复工率近九成……3
月上旬，记者走进三湘大地一个个园区、工
厂，看到的是生产忙而有序、机器轰鸣运
转、车辆来回穿梭、工人加紧赶工，感受到
的是经济脉动活力十足，经济运行势头稳
中向好。

订单不减反增

3月7日，虽是周六，株洲宏达电子分选
编带车间里却是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工人
在生产一批即将出口到俄罗斯的电容器。

“得益于产能的迅速恢复，不仅老客户增加
了合作，新客户也闻讯而来。”公司副总经理
钟少卿说。

3月3日，三一重工位于长沙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18号厂房内，近百台智能机器人正
在有序工作，解决了熟练工人紧缺的问题，
效率提高30%以上。从2月5日18号智能
车间机器开动，到2月21日国内17个产业
园全面开工，三一重工来自印度、东南亚、中
东、非洲以及美国的订单不断，2月中下旬陆
续装车发货近10亿元的订单产品。如今，三
一重工起重机订单排到了下半年，混凝土泵
车订单排到了5月份。“我们对今后发展充满
信心。”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认为，疫情影响
是阶段性的，工程机械旺季可能会迟到，但
不会缺席。中联重科自2月5日复工以来，
整体产能已恢复至去年同期的80%，前两月
泵送机械的发运量同比增长230%。

早复工成为疫情之下不少企业的重大
优势和转危为机的“先手棋”。湖南省委、省
政府下发《关于全力支持和推动企业复工复
产的通知》，向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发出战斗
号令：“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会游
泳”“变遭遇战为主动战”。

员工不足、原料不足、产品滞销……疫
情之下，企业复工复产面临一系列挑战。2
月18日，湖南省政府围绕金融、外贸、就业、

复工复产、招商引资、市场监管等方面出台
30条“干货”政策，打出了统筹推进经济社
会发展的“组合拳”；全省各部门、各市州也
纷纷推出援企“大礼包”，支持企业渡过难
关：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
财政厅联合出台了《稳企稳岗稳就业十条措
施》，在就业服务、职业培训、创业扶持、失业
保障等多方面用“真金白银”给予支持；湖南
省文化和旅游厅、省财政厅联合出台措施，
从省级文化和旅游专项资金中统筹安排2
亿元，对受疫情影响较重的文化和旅游业给
予有针对性的支持等。

“新冠肺炎疫情对湖南省经济社会运行
的影响是暂时的、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
的。”湖南省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胡伟林
说，湖南有较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有较为完
整的产业体系，有持续提升的产业链水平和
产业基础能力，经济运行长期向好的趋势不
会改变，近几年通过深入实施“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战略集聚的向好势头不会改变。“疫
情防控成效逐步显现，在政策措施的有效对
冲下，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也有条件化危为
机，统筹做好‘六稳’工作，全面完成全年经
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

激活“链式反应”

走进“中国动力谷”湖南株洲，记者深刻
感受到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千亿元产业链复
工复产的火热。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
司车间里机器轰鸣、火花飞扬，一片繁忙的
景象。身为产业链“领头羊”，中车株机2月
11日启动复工复产，株洲本部及国内外分
公司均开足马力，全面进入生产阶段。目
前，所有海内外项目均已步入正轨，员工复
工率超过90%。

记者了解到，有了“中车株机”这一大块
头的带动，整个产业链都“动”了起来。大企
业提供防疫物资支持，配套企业解决用工问
题，加强信息交流，周边企业共享订单……
轨道交通产业链复工复产达成“默契”。

连日来，为主机厂提供配套的九方装备
集团，在接到动车、工程车、齿轮箱等重点项
目订单后，加班加点保障生产稳定开展。“我
们优化了部分生产流程，科学合理排班，有
效保证了重大项目生产进度。”九方装备集
团董事长周后葵说。

作为中部地区重要的制造业基地，近年
来，湖南紧抓产业链建设不放，推动产业集
群式发展，如今，这一措施正在助力复工复
产形成“链式反应”。

抓好防控，有序复产，湖南充分发挥大
企业、大园区的龙头骨干作用和带动作用，
紧盯“5个100”项目、紧盯“135工程”升级
版、紧盯园区科学施策，上下游、产供销、大
中小企业整体配套、协同复工。截至3月9
日，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满岗复工，
全省144家产业园区2.64万家企业，复工
20439家，复工率77.2%，全省173个在建
省重点建设项目、3668个市州重点项目全
部实现满岗复工。

稳投资就是稳信心。3月4日，湖南省
发布105个2020年省重点建设项目，总投
资近1万亿元，将有效拉动交通网、能源网、
水利网、信息网相关行业发展。胡伟林介
绍，下一步湖南将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市州重点主导产业、新兴优势产业链、产业
集群式发展等引进建设一批重大项目。

筑牢防疫“堤坝”

“生产必须保证安全，疫情必须全力防
控，这两条底线要守住。”刘红梅是长沙市
天心区城管执法局科级干部，疫情发生后，
她兼任海尔湖南销售公司和华光源海国际
物流集团两家上市公司的驻企防疫联
络员。

为帮助企业筑牢防疫“堤坝”，湖南从各
级机关部门选派干部到企业担任防疫联络
员，指导复工复产后的疫情防控工作。从2
月11日晚接到选派通知，次日上午参加动
员大会、接受防疫辅导，下午进驻企业，首批
12919名防疫联络员以“战时效率”完成身
份转变，督促企业做好疫情防控，为企业纾
困解难。目前，湖南已分批次选派2万多名
防疫联络员下沉到2.5万多家企业。

3月2日，海尔湖南销售公司全面复工，
售后员工全员返岗，防疫物资需求激增，刘
红梅迅速找到口罩、酒精、消毒液采购途径，
还指导公司享受住房公积金缓缴、房租减免
等政策。针对企业资金短缺等问题，刘红梅
积极协助企业与金融机构对接，为企业融资
5000万元。

3月10日，长沙市召开“大干一百天实
现双过半”竞赛活动动员部署视频会议，湖
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发出动员
令：抢抓三月份、大干一百天，奋力实现“双
过半”，全力夺取“双胜利”，为完成全年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浏阳市瞄准网间经济、夜间经济、乡间
经济等新领域，深度融合文旅商贸资源，培
育消费热点；位于长株潭融城核心区的天心
区将实施园区建设大发展、项目建设大提
速、重点产业大招商等“十大行动”。“驻企防
疫联络员要当好战斗员、信息员、宣传员，责
任要再压紧压实，覆盖要再到底到边，措施
要再落实落细。”近日，天心区召开驻企防疫
联络员工作会议，“冲锋号”再次吹响，天心
区驻企联络员将大力推进“组团式”服务、

“地毯式”摸排、“温情式”关怀，创最优环境
助力企业疫情防控、达产稳产。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满岗复工

湖南齐心协力稳生产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麟 谢 瑶

税务部门预判纳税人需求 主动提供线上辅导

助湘企足额享受税收优惠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肖江浩 罗舜爱

益阳：

畅通农产品供销渠道
本报记者 刘 麟 谢 瑶

长沙市望城区：

“暖心礼包”助复工
本报记者 刘 麟 谢 瑶

旺旺集团湖南总厂复工以来，17条生产线已恢复24小时不
停产，员工返岗率达九成以上。 王 鹏摄

三一重工位于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18号厂房内，近百台智能机器人正在作业。 蒋 炼摄

位于长沙经开区的湖南维胜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员工正加紧生产。 蒋 炼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