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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日至 2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陕西考察。这是 4 月 20 日，习近平在位于秦岭
山脉东段的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羚牛谷，
了解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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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负人

今日 8 版
0731报料求助热线
广告招商热线

信息有错？
企查查被多家企业投诉
A08

有奖征集

习近平在陕西考察强调扎实做好
“六稳”
工作落实
“六保”
任务

发行投诉热线

提供新闻线索奖金 30-1000 元

扎实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
稳投资、
稳预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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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
水生生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捕
据新华社电 据农业农村部 23 日消息，我国全
面启动长江禁捕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目前，长江流
域 332 个水生生物保护区率先实现全面禁捕，约
12.8 万名退捕渔民通过就业服务、生活补助、医疗社
保得到妥善安置。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23
日联合召开长江流域禁捕和渔民安置保障工作部署
推进视频会。2019 年以来，
三部委会同沿江省市，
制
定实施方案，整合资金力量，建立协调机制，全面启
动长江禁捕，
推进渔船退捕和渔民安置保障等工作。
长江禁捕直接涉及
“一江、
两湖、
七河”
。2021 年
1 月 1 日前，
长江干流，
岷江、
沱江、
赤水河、
嘉陵江、
乌
江、
汉江、
大渡河等重要支流，
以及鄱阳湖、
洞庭湖等
通江湖泊要实现全面彻底禁捕。长江禁捕工作涉及
地域广，
如期完成任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
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对照禁捕方
案部署，
狠抓工作落实，
确保渔民退得出、
稳得住、
能
致富。要进一步压实地方责任，把任务细化到乡到
村，
把政策落实到船到户，
确保县级主责落实到位。
同时，全面开展建档立卡“回头看”，精准识别
补助对象，公示公开帮扶情况。加快推进退捕渔船
回收处置，明确各类渔船名录，确保所有渔船退出
落实到位。妥善做好渔民转产安置，建立台账、精
准帮扶。

﹃六保﹄

微 博 报 料：@ 潇 湘 晨 报

﹃六稳﹄

接线时间：
8:30-17:30

寻找身边正能量报料官

全面落实保居民就业、
保基本民生、
保市场主体、
保
粮食能源安全、
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保基层运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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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安排2亿元住宿餐饮业纾困资金
湖南出台六大举措支持住宿餐饮行业复工复业

本报长沙讯 为支持受疫情影响严
重的住宿餐饮行业渡过难关，近日，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住宿餐饮行业应
对疫情影响加快复工复业的若干措施》
（以下简称《措施》）的通知，针对疫情期间
住宿餐饮行业发展，
提出六大举措支持。
《措施》主要包括全面落实普惠性支
持政策、提振全社会消费信心、加大财政
支持力度、强化金融支持力度、降低经营
成本、减轻公积金缴费压力六个方面。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方面，
《措施》明
确，省级财政统筹安排 2 亿元住宿餐饮行
业纾困资金，主要用于信贷风险补偿、担
保风险代偿、新增就业补贴等。全面清理
政府部门、平台公司、国有市场主体与住
宿餐饮市场主体的业务往来账款，对已达
到付款条件的，及时足额支付款项；对未
到付款期的，可按合同要求提前支付一定
比例资金。

强化金融支持力度方面，对 2020 年 1
月 25 日以来到期的困难中小微企业（含小
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的贷款本金，银行
业金融机构应根据企业延期还本申请，结
合企业受疫情影响情况和经营状况，通过
展期、续贷等方式，按规定给予企业一定
期限的临时性延期还本安排，还本付息日
期最长可延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鼓励融
资担保公司对受疫情影响出现暂时困难
但发展前景较好的住宿餐饮企业贷款项
目应担尽担，对存量在保企业应续尽续。
《措施》鼓励私有用房业主、平台企业
减免住宿餐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租金，
对约定减免的租金，物业持有者可不计入
企业所得税收入总额。主动减免租金的
出租方当年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
确有困难的，根据租金减免情况可按规定
申请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困难减免。
鼓励各地对租金减免的正面典型企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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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开展宣传报道和适当奖励。鼓励复
工复业企业实施灵活用工措施，有效稳定
工作岗位，鼓励员工与企业共担风险、共
渡难关。对疫情防控期间符合条件的新
增就业岗位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给予
一次性新增就业补贴。
此外，在国家延长阶段性适当降低企
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执行期政策的基
础上，将我省住宿餐饮行业企业上述执行
期限进一步延长至 6 月 30 日。经营困难的
住宿餐饮企业，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讨
论通过，可申请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或者缓缴。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应授
权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批，审批时限不
得超过 10 个工作日。
以上政策措施执行期限为我省启动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之日起
至 6 月 30 日止。国家出台相关支持政策
的，遵照国家政策执行。
记者张沁

潇湘晨报全平台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启动“正能量报料官计划”，寻找身边的正能
量线索。线索一经采用，报料人可获 100 元至
300 元不等的奖励。

严惩利用未成年人
实施黑恶势力犯罪
据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检察院 23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
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
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意见》，明确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
的五种行为、应当从重处罚的九种情形等。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万春介绍，未成年人涉黑
恶犯罪虽然从整体上看人数总量不大，占同期犯罪比例不高，但
数量逐年增长。更突出的问题是，一些黑恶势力利用刑法关于
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有意将未成年人作为发展对象，以此规避
刑事处罚，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
的五种行为、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应当从重处罚的
九种情形；明确要求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黑恶势力首要
分子、骨干成员、纠集者、主犯和直接利用者五类人员从重处
罚。要求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各阶段，全面体现依法从严惩
处；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实现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标本兼治。
万春表示，检察机关将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有效预防未
成年人被黑恶势力利用；建立与共青团、妇联、教育等部门的
协作配合工作机制，教育引导未成年人远离违法犯罪；推动建
立未成年人涉黑涉恶预警机制，及时阻断未成年人与黑恶势
力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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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潜水员
“污海”
中连续掏5小时

银河系长这样
记者 23 日从南京大学获悉，由中美德三
国天文学家领导的国际团队历经 15 年研究，
绘制出目前最精确的银河系结构图，明确银
河系是一个具有 4 条旋臂的棒旋星系。
图/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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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长沙五一大道上一
处管道堵塞，天心区市政维护中心
的管道潜水员罗勇穿着 40 多斤重的
设备，潜入直径仅 60 厘米的管道，在
一片“污海”中工作了 5 个小时，最终
将管道疏通。在潇湘晨报官方微博
上的网友评论中，
“ 辛苦了”是最多
的一句留言。有网友留言，希望城
市对他们好一点。
扫码进入潇湘晨报官方微博，
看背着 40 多斤重的设备管道潜水员
在管道中连续工作 5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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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华书店
巨幅书墙等你来打卡

去同学家补作业
少年走高速抄近道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每本书都
是一个世界。”
“满地都是六便士，他
却抬头看见了月亮”……4 月 23 日，
湖南省内各大新华书店门口竖起了
巨幅书墙，引来大批读者驻足拍照
打卡。
本次主题活动包括两大板块，
在书墙打卡部分，读者除了可以拍
照分享，还能参与猜书名活动。读
者根据节选书籍的经典句子猜出书
名，回答正确者可获得指定图书与
芒果 TV 会员卡。

4 月 22 日，路政员在武深高速郴
州段巡逻时发现，
应急车道上有一名
少年提着一袋子书本行走，
过往车辆
相继避让。路政员立即靠边停车，
叫
停少年。经过询问得知，
少年家住在
附近，
因开学在即，
着急作业没做完，
怕老师惩罚，
就想着到同学家去补习
作业。刚好自己对这一带比较熟悉，
同学又在隔壁不远，
就提着书本从高
速上抄近路到同学家。路政员随即开
展了安全教育，
少年表示等下将从村
道到同学家，
再也不走捷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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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霞浦海域现中华白海豚

书香
湖南

4 月 22 日 12 时许，福建省霞浦县北壁乡四门桥海域出现两
只中华白海豚，白海豚时而跃出海面，又迅速钻入海中，逗留时
间近半个小时。中华白海豚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素有“海上大
熊猫”
之称。

@朱朱 sevens：要好好保护它们啊。
潇湘晨报

4月23日 23:46

一锤敲开玻璃，
盗走梵高名画
当地时间 4 月 22 日，荷兰警方公布了梵高油画盗窃案的监
控录像，价值不菲的梵高名画被窃贼用大锤砸开玻璃直接取
走。此前在 3 月 30 日梵高 167 周年诞辰之际，其油画作品《春日
田野》遭窃，该画作至今下落未明。

@最后的小铁匠：博物馆是不是该检讨一下自己的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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