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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生态
绿心地区保护条例》 第19条
中 “在生态绿心地区全面实
施植树造林 ”，应为 “在生态
绿心地区宜林地全面实施植

树造林 ”；第20条中 “禁止在
生态绿心地区进行砍伐作
业 ”，应为 “禁止在生态绿心
地区进行皆伐作业”。

特此更正，并向读者致歉。
湖南日报编辑部

本报12月14日讯 （记者 邓
晶琎 通讯员 李喜平 ） 湖南资
本首次投向朝鲜 。 今天在长沙
举行的湖南第二届境外矿产资
源对接会上 ， 湖南纬金投资集
团向外界发布合作开发朝鲜砂
金矿项目 ， 成为首家在朝鲜投
资的湖南企业 。 据介绍 ， 该项
目中还包含支援建设朝鲜首家
五星级酒店。

“朝鲜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我们通过在技术 、 管理上对该
国高速公路 、 酒店等重大项目
的支持 ， 从而获得矿产资源开
发的条件 。” 湖南纬金投资集
团董事长夏巨华向记者介绍 ，
在朝鲜 的 金 矿 项 目 首 期 投 资

2000万美元 ， 他将在此次对接
会上寻求合作者， 共同开发金、
稀土等矿产资源。

夏巨华透露，该矿权位于朝
鲜平安北道云山郡境内，预估黄
金储量为50吨以上。为获得该矿
权，企业已于前期参与建设朝鲜
首家五星级酒店 。“该酒店规划
30层高，计划于2013年建成。”

据介绍，目前约有200家中国
企业在朝鲜投资， 其中逾70%集
中在矿产资源领域。朝鲜有丰富

的森林及矿产资源， 加上劳动力
成本低廉，投资朝鲜回报可期。

本报12月14日讯 （记者 邓
晶琎 通讯员 李喜平）今天在长
沙举行的湖南第二届境外矿产
资源对接会上，分布在全球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68个项目 、139个
矿权 、10余种矿种寻找合作伙
伴。副省长何报翔致辞。

本次对接会由省商务厅和
省国土资源厅共同承办，共发布

分布在非洲、东盟、澳大利亚、加
拿大、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68个
项目，涉及铜、金、铁、铀、锰、镍、
铅锌矿等10余种矿种。

何报翔在致辞中说， 湖南素
有 “有色金属之乡”、“非金属矿产
之乡”的美誉，矿业发展历史悠久。
加强与世界各地在矿产资源方面
的合作，既是湖南扩大开放，加快

发展的现实需要， 也是发挥湖南
产业优势，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
赢的战略选择。 希望各级政府、企
业、投资机构加强交流，共赢发展。

目前， 我省赴境外从事矿产
资源勘探和开发的企业99家，涉
及澳大利亚、刚果（金）等25个国
家和地区， 中方投资额16.75亿美
元，涉及矿产20余种。

省人大机关举行十八大精神知识抢答赛
本报12月14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员 路险峰）党的十八

大的主题是什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要求是什么？今天上午，
省人大机关离退休人员党总支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党的十
八大精神知识抢答赛”，老同志刘玉娥担任本次比赛总裁判。

来自4个代表队的12名选手参加比赛。 在第一环节知识
抢答中，主持人提出第一个问题：党的十八选举产生的中央委
员、候补委员是多少人？主持人话音刚落，两位80多岁的老同
志欧阳振和陶孟君按响了抢答键。经过一个多小时角逐，第三
代表队获得第一名。

综合7２０12年12月15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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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淦璋 朱智

12月14日上午， 长沙第34届房地产
交易展示会在红星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
房交会背后 ，是楼市 “银十 ”成绩单好于
“金九 ”， 土地市场暖风频吹的新动向 ，
“暖冬”说法骤然而起。

透过房交会这扇窗口看市场， 记者
采访发现，会展规模持续缩水、市场人气
依然不旺，加上后续大体量的新盘推出，
说长沙楼市进入快速回升通道还为时过
早。

秋季房交会推迟到冬季举行

省会城北， 车展在广电国际会展中
心热火朝天开锣了；城南，房交会正式开
启大幕。

“一北一南 、一车展一房展 ，这两大
重要展会‘撞车 ’还是首次 ，主要原因是
房交会推迟了。”湖南省房地产业协会专
家委员会委员乐兵介绍， 近年来的长沙
房交会一年举办两届 ，4月末5月初左右
的为 “春交会”，10月底左右的为 “秋交
会”。

对于出现 “首届 ”冬季房交会 ，长沙
市住建委副主任、 第34届房交会组委会
秘书长胡汉清这样解释：“根据今年房地
产发展的特点，受多方面影响，今年的楼
市热销期比以往滞后， 往年9、10月份出
现的销售旺季延后。因此，在12月举办房
交会， 可能会出现更好的交易和展示现
象。”

从大背景看， 去年以来国家出台了
限购、限贷等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目
前仍未有任何调整的信号放出， 市场环
境难言转变。 在浙江义乌， 当地眼看杭
州、 温州等地同期举办的房交会都不尽
如人意， 干脆取消了原定今年11月开幕
的“第十九届义乌房地产交易会”。

参展房企规模持续萎缩

本届长沙房交会，参展房企30余家，
规模相比今年 “春交会 ”继续萎缩 。因参
展楼盘过少 ， 全部集中在展厅一楼 ；同

时 ，除五矿 、珠江实业等知名品牌外 ，其
余多数为本地房企。

一楼展厅中心、 最黄金位置的 “展
王”，被主办方划给大河西先导区滨江新
城作特别展示区， 不列入此前的展位竞
投范畴。业内人士透露，早些年楼市火爆
时备受开发商追捧的 “展王 ”，价格一度
达到60万元，而今年“春交会”无人竞投，
成为房地产网站和广告公司的展位。

促销方面， 红星国际会展中心南门
外，“首付10万买5房”、“特价5280元/平方
米起”、“即买即送千元/平方米精装”等大
幅室外广告在寒风中飘扬，“优惠” 两字
极为显眼。但记者首日观展发现，本届房
交会并未放出折扣“炸弹”。

雨花区楼盘 “怡海星城 ”打出了 “购
买三期住宅一次性付款95折、按揭96折优
惠 ”的标语 ，现场咨询市民众多 。而环顾
会场，这样的折扣竟是孤例，更多的促销
给得“小心翼翼”。如“湘府十城”的“5280
元/平方米起”为指定房源，数量稀少；“海
洋半岛 ” 房交会期间每天推出3套特价
房；“中信新城”开盘已有数年，此次打出

的是“5万抢3房”的噱头 。“促销普遍 、直
降不多是最直观的印象， 许多开发商选
择了频繁少量加推的策略。”乐兵告诉记
者。

与之相适应的， 是本届房交会主打
“刚需”牌，高端项目统统缺席。参展的楼
盘纷纷拿出大量80至120平方米的中小
户型， 主力价格在每平方米5500至7000
元之间。

尚不具备快速回升条件

房交会首日， 观众加上大批营销人
员， 展厅内人流穿梭， 似乎谈不上 “冷
清”。《2012年前3季度长沙市房地产市场
分析报告》显示 ，除一季度外 ，其余月份
成交备案量均高于100万平方米，且销量
呈逐季回升之势， 不排除第四季度销量
进一步上升，形成翘尾行情。而今年入秋
以来长沙土地市场回暖， 也让部分市场
人士认为，长沙楼市或将步入“暖冬”。

从长远来看，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将
给市场走势带来长期的利好。但短期内，

长沙楼市还不具备快速回升的条件 。长
沙市房地产开发协会副秘书长欧阳学海
分析：长沙楼市在2010年出现了“一房难
求”的热潮 ，开发商由此 “大干快上 ”，今
年下半年正是产品大批量投放市场的时
期，再加上当前难言乐观的空置率，楼市
交易出现大幅爆发的可能性较小。

事实上，从本届参展的楼盘看，新盘
占据了总数的1/3左右 ， 包括中南红领
邦、珠江郦城、鑫远·和城、鑫远·御文台、
好莱城等。而整个长沙房市，据不完全统
计，11、12月约有50个项目开盘， 其中新
盘有近30个。 克尔瑞信息长沙机构总经
理于壮志认为， 房交会在不同的政策环
境下，作用也不太一样，预测本届房交会
的成交量不会有暴涨。

与此同时， 当前房地产调控政策的
基调未变，而年底信贷额度可能趋紧，这
也将是影响年末市场走势的关键。 还有
业内人士表示，进入岁末，房企为资金回
笼抑或在年度最后阶段加快走量， 在目
前政策与市场的深度博弈下， 价格是最
有力的促销牌。

本报12月14日讯（记者
陶海音） 记者今天从广铁集
团获悉，从12月15日起，广铁
启动集中受理2013年寒假学
生团体票。 为方便2013年寒
假各大院校学生买票回家 ，
广铁将采取延长学生票预售
期、节前学生团体集中受理、
电话订票、互联网购票、车站
专窗售票和代售点窗口售票
等多种方式， 优先受理和发
售学生往、返票。

广铁介绍， 节前集中办
理学生团体票窗口和发售节
后返程票专窗的预售期最长
为80天，确保可买至2013年3
月3日的学生返程票。普通学
生售票窗口（含代售点窗口）
预售期12天。广铁提醒，如遇
受调图工作影响需调整预售
期时，以临时通知公布为准。

2013年寒假，广铁继续在
院校集中的长沙、广州、广州

东3站实行学生团体网上集中
办理， 学生团体集中订票网站
为12306网站。长沙、广州、广州
东3站办理互联网学生团体票
的返程乘车站，为该3站（票额
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包含其同城
站长沙南站、广州南）各次始发
列车的终到站。 其它车站仍然
采用人工收集订单、 安排配票
的方式集中办理， 需在2012年
12月25日前办理完毕。

电话订票实行通订通取，
学生通过拨打 95105105 （铁
通）、96020088（联通）号码进行
电话订票；互联网购票可登录
12306网站办理个人购票 ，预
售期均以 12306网站公布为
准。订购票成功后，携带购票
时使用的身份证原件或复印
件及附有学生优惠卡的学生
证原件，到火车站窗口 、集中
售票窗口或者安装学生优惠
卡识别器的各代售网点取票。

本报12月14日讯 （记者
贺威 通讯员 袁晓晖 李劲）
12月11日， 新化县委宣传部
部长李劲柳驱车100余公里，
来到新化县奉家镇下团村 ，
看望慰问曾担负保卫毛主席
安全任务的奉孝同老战士。

奉孝同1928年出生于下
团 村 一 个 贫 苦 农 民 家 中 ，
1952年11月， 担任新化县公
安队战士班长， 后被选调进
入中央警卫团干部一中队 ，
成为毛主席身边的一名警卫
战士。 在中央警卫团服役期
间， 奉孝同先后获得执勤能
手、优秀射手、技术能手等光
荣称号， 并多次受到毛主席
的亲切接见。

1958年2月，为积极响应
毛主席 “加强国家社会主义
建设”的号召，31岁的奉孝同
回到家乡， 积极投入家乡的

社会主义建设。54年来，虽然
生活艰苦， 但他始终保持着
一名优秀军人自力更生 、艰
苦创业的崇高品质， 始终保
持一种乐观向上、 积极进取
的生活态度， 从未向组织伸
过手、开过口、提过要求。

今年11月， 奉孝同老人
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 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 娄底市委书
记龚武生多次作出指示 ，要
求相关部门关注奉孝同老人
的晚年生活， 切实解决老人
的实际困难， 确保老人安度
晚年。新化县委、县人民政府
表示要帮助老人完成去北
京、去韶山的心愿。

目前，省地税局、新化精
英野战俱乐部、 骑乐无穷自
行车俱乐部等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对奉孝同老人的爱心捐
款已达2万余元。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经济视野economy

楼市“暖冬”言之过早 ———长沙冬季
房交会观察

12月14日， 市民在房交会现场选购楼盘。 当天， 长沙市第34届房地产交易展示会， 在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新田县跨省为务工者宣讲十八大精神
本报12月14日讯 （通讯员 邓提茂 记者 乔伊蕾） 连日

来，新田县十八大宣讲团奔赴广东、广西等地，为当地新田籍
务工经商者宣讲党的十八大精神。到目前，共宣讲43场次，听
取宣讲的群众达5万余人。

为实现宣讲十八大精神全覆盖， 该县专门组成了跨省巡
回宣讲团，赴广东、广西等新田籍外出务工人员密集地宣讲。
“家乡人民不辞辛劳来到广州为我们宣讲党的十八大精神，我
们深受感动、启发。”蒋灶玉是广州市白云区竹料镇一名家具
零部件生产工人，常年在外务工，他告诉记者，白云区有4000
余名新田籍务工经商者。这次，家乡的宣讲者以朴实的语言、
生动的事例对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涉及的民生、农业、公平等内
容，为他们深入解读、宣讲，并结合他们尤为关心的医保、维权
等问题进行重点剖析，他觉得非常实用，受益匪浅。

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湖南境外矿产资源对接会举行

全球68个项目长沙寻“婆家”

湖南资本首次投向朝鲜
将开发金矿，参建朝鲜首家五星级酒店

广铁今起集中受理
寒假学生团体票

●预售期最长为80天
●长沙、广州、广州东3站集中办理

毛主席警卫得到社会各界关心
奉孝同将圆北京、韶山心愿之旅

更 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