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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2 日， 怀化市芷江侗族自
治县人民政府与湖南省文化艺术产业
集团在长沙举行“沅州古城”及和平湖
观光文化旅游项目签约仪式。据悉，沅
州古城项目包括沅州古城、 沅州古城
文化广场和游客服务中心等文化旅游
配套设施，一期项目占地面积 1697 余
亩， 将于 2015 年 7 月 30 前基本完成
沅州古城建设内容。

怀化芷江位于湘黔边陲 ， 素有
“滇黔门户 、黔楚咽喉 ”之称 ，是抗日
战争日军受降地和湖南省“历史文化
名城”。时至今日，已形成以和平文化

为主题，侗族文化、宗教文化、生态文
化为补充的文化形态，文化旅游产业
比较发达。今年 1-10 月，该县接待游
客 27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9.05 亿
元。

项目开发方湖南省文化艺术产
业集团董事长李克浪向记者介绍说，
作为继芒果传媒、出版集团和报业集
团之后的湖南又一大型文化产业集
团， 省文产集团将全面贯彻省委、省
政府文化强省战略，推进我省文化体
制改革，带动湖南文化产业创新和发
展。 他们经过多次调研论证后，决定

斥资约 80 亿元进军芷江文化旅游产
业，其中一期沅洲古城及和平湖观光
文化旅游项目计划投入 40 亿元 ，未
来将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和海峡两岸
文化交流基地，向人们展示湘西北的
侗族、 苗族等 20 多个少数民族文化
及风土人情，为湖南文化市场注入新
的活力。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雅瑜，省
政协副主席魏文彬， 省人大常委会原
副主任庞道沐等省领导和老同志，怀
化市、 芷江县有关负责人共同出席签
约仪式。

12 月 25 日上午， 中国湘商力量总评
榜组委会秘书处一行考察我省竹麻纺织龙
头企业———湖南瑞亚高科集团，该企业自主
研制生产的“竹麻再生纤维混纺面料”填补
了国内空白，居全国领先水平。

该集团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
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 “双高”（高新技术、高
新产品）企业，下辖湖南瑞晟竹麻开发有限
公司、深圳布伊尔服饰有限公司、益阳市布
伊尔服饰有限公司、湖南凱倫堡竹麻科技有
限公司四家纺织服饰子公司。集团利用我国
在世界上率先研制成功的竹再生纤维和湖
南的特产苎麻纤维研发的“新型竹、麻再生
纤维与苎麻纤维混纺面料开发技术”， 经省
科技厅认定为“填补国内空白，居国内领先
水平”。 先后申请专利 60 余项， 已授权 35
项， 其中发明专利 6 项， 实用新型专利 26
项；外观设计专利 3 项，形成了一套十分完
整的以“竹麻”为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
体系。

瑞亚集团董事长蔡亚平陪同组委会一
行参观了集团的生产车间和科研及检测中
心，并对工艺流程进行了仔细讲解。 中国湘
商力量总评榜组委会秘书长谢作钦在调研
后认为，湖南瑞亚高科集团是湖南质量信用
A 级企业，并与湖南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和
企业建立了创新战略联盟，发展前景十分广
阔。他表示，作为我省龙头产业，应充分利用
好益阳丰富的优质苎麻资源进行深加工，把
湖南的竹麻纺织产业不断做大做强，走出湖
南，走向全国，迈上世界纺织行业大舞台。

（周建辉 林淑芳 谢正午）

12 月 22 日， 在长沙市宁德商会成立庆
典现场，商会 100 多家会员单位向长沙光彩
事业基金捐款 30 万元， 为酷冷的严冬送来
一股暖流。

宁德市位于福建省东北部， 简称闽东。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宁德商人陆续来到湖
南省投资兴业，涉及房地产开发、建材、电子
科技、食品、茶叶、娱乐休闲、服装鞋帽、机电
设备制造业、文化产业等多个行业。

长沙市宁德商会首任会长叶剑华告诉
记者，目前在长沙经商的宁德籍企业单位多
达数百家， 包括务工人员在内已达 2 万多
人，投资总额上百亿元。 商会的成立将为在
长宁德商人搭建起乡情之桥、 交流之桥、经
贸之桥。 （刘婷婷）

【园区建设】

本刊记者 谢作钦 苏琦 刘婷婷

2012年度湘商十大最具投资价值市场（经济园区）提名名单
（第一批）

目前，由湘商缔造了遍及全国的数以万计的专业市场及经济园区，为我国商业引擎注入强劲的动力。它们是万众瞩目的财富
中心，是湘商关注的投资载体，也将是城市价值再次飞跃的转折点。

作为湘商年度最高规格的检阅盛宴，2012 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此番推出了一系列人物奖项，并首度关注湘商最具投资价值
市场（经济园区）。 根据前期调研、遴选，总评榜活动组委会从该奖项 150 多份申报资料中选取第一批《2012 年度湘商十大最具
投资价值市场（经济园区）提名名单》进行公示。 活动将于 2013 年 1 月中旬接受公众网络投票。

12 月 15 日，2012 湘商力量总评榜组委
会秘书处一行赴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
行实地考察调研。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制
药装备研发、 生产与销售的机电一体化高
新技术企业， 是我国目前最大的生物医药
装备研发制造商之一，2011 年销售产值近 5
亿元、利税总额过亿元。 公司主营业务为制
药装备， 并建有中国制药装备行业首家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
起草制订了国家行业产品技术标准 14 项，
是我国最大的禽流感、H1N1、SARS、 口蹄
疫、水痘、乙肝等生物疫苗工艺装备研发制
造与销售企业之一。

该公司董事长唐岳介绍，截至目前，楚
天科技申请专利 1067 项 ， 拥有授权专利
768 项，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 公司现已达
到年总产值 5.5 亿元，预计今年将实现销售
合同额 7 亿元， 明年有望实现销售额 10 亿
元。 楚天将秉承“不在国家争地位，只为国
家争地位”的厚重使命感，在国际市场一骑
绝尘， 展现我国强大的科研能力和制造能
力。

（刘婷婷 钟丽纯）

【商会动态】

长沙市宁德商会成立

益阳竹麻再生纤维混纺面料
填补国内空白

组委会秘书处调研湖南瑞亚高科集团

楚天科技“只为国家争地位”
组委会派员考察我国生物医药制造龙头企业

1、万家丽国际 MALL
提名理由：缔造全球最大单体建筑
2012 年 10 月 19 日， 万家丽国际 MALL 迎来盛大封

顶，宣告着全球最大单体高层建筑正式在长沙诞生。完成
封顶的万家丽国际 MALL40 万平方米超过迪拜哈利法塔
6 万平方米，不仅成为长沙商业新地标，更是“全球最大
单体建筑”。 它在湖南首创高端复合商业模式，其日均人
流量将达 5 万之众。 这里必将成为财富涌流的洼地，名牌
汇聚的高地和吸纳消费的旺地， 也必将成为各路商家的
云集、投资兴业的首选之地。

2、麓谷信息港
提名理由：构建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
麓谷信息港位于湖南长沙国家高新开发区核心地段，是

国家级软件园———长沙软件园的二期工程，也是国家动漫游
戏产业振兴基地之一，现已成为省级重点建设项目。建成后，
将成为高新技术研发基地、动漫创作基地、软件孵化基地，为
超过 100 家企业提供孵化助推。 目前，信息港已投入使用，2
年后，可创造 60 亿元的 GDP，超过 4 个亿元的利税，成为湖
南省最出色的高新技术交流、研发、孵化、输出基地。

3、湖南大汉建材城
提名理由：长沙大城东建材商圈的开拓者
湖南大汉建材城总投资 4 亿元，一期项目于 2009 年

9 月隆重开业，设立了物流配送、电子商务、会展推广、配
套服务、信息交流五大平台，商贸交易、展示、综合服务、
商务办公、仓储物流、生活配套六大配套体系，鼎力打造
建筑陶瓷批发和装饰建材批发两大主体板块相得益彰的
复合型专业市场，是承载大汉集团优势商贸资源和 10 年
成熟商业地产运营管理经验的升级鼎力之作， 是长沙市
大城东建材商圈东拓的优质载体。

4、长沙妙盛国际企业孵化港
提名理由：低碳环保、公园式企业园区
长沙妙盛国际企业孵化港位于长沙市大河西先导区前

沿国家级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占地面积 400 多亩，总
建筑面积约 61 万平方米，是中部地区最先进、最具规模的
工业园区， 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克俭和中国专利第一人邱
则有联手打造的惊世之作。妙盛国际企业孵化港，以千亩金
洲湖湿地公园为依托，近赏十亿级成品景观；更以可持续发
展、低碳环保的理念，筑造不可多得的生态建筑群，公园式
企业园区。

5、湾田·国际建材总部基地
提名理由：打造全球建材进入中国的营销总部
该项目是 2011 年省、市（长沙）、区三级政府重点建设

项目，一期投资 100 亿元，建成后可容纳 3000 家商户，年
销售额将逾百亿元。 项目定位为全球建材进入中国市场
的营销总部，汇集国内外建材数千品牌，数万品类，致力
成为中国建材行业厂家最多、业态最全、档次最高、环境
最美、人气最旺、功能最完善的现代化商贸物流平台，成
为辐射全国的国际化建材采购基地、仓储物流配送基地、
品牌形象展示中心及加盟代理拓展中心等。

6、顺德城·益阳家居博览中心
提名理由：华中地区最大最高端家具城
由顺德家具协会、乐从家具协会共同打造的顺德城·益

阳家居博览中心项目位于益阳市赫山区龙岭工业园， 占地
3200 亩，总建筑面积为 500 万平方米，总投资 95 亿元，将分
三期进行建设，是涵盖新型工业化、现代服务业、产业梯度
转移、新型城市化的重点项目，着力打造全国最强的中高档
家居品牌生活馆，以及建造大型家具展览中心、家居建材广
场等。建成后有望成为中南地区最大的一个集休闲娱乐、家
居文化的城市综合体。

7、贵州湘企独山国际商贸城
提名理由：万家商品的购销集散地
贵州湘企集团是贵州省湖南商会会长单位， 集团旗

下包括贵州湘企西南五金机电专业批发市场公司、 贵州
湘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贵州湘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和贵州湘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贵州湘企独山国际商贸
城预计于 2013 年 8 月投入使用。 届时将云集贵州湘企所
属代理物资产品 3000 余家，贵州省湖南商会行业分会会
员数千家及国内外直销产品厂家同展商业舞台， 形成万
家商品的购销集散地。

8、柳州市家居建材博览中心
提名理由：打造超大型建材主题购物中心
柳州市家居建材博览中心于 2011 年动工，第一期建筑

面积 80000 平方米，完成投资 2.2 亿元人民币，打造我国西
南地区档次最高、种类最全、业态丰富的超大型国际家居建
材主题购物中心，全面辐射各层面消费人群。 2012 年 9 月，
该中心正式对外营业， 共引进国内外一线家居建材品牌
300 多个，安置员工 2000 人。 预计年创销售额 5 亿元，实现
利税 5000 万元，为投资者带来稳定丰厚的资本回报。

9、石林万亩人参果种植基地
提名理由：建设我国人参果种植重镇
人参果原产于南美洲， 我国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引入

人参果进行栽培、试种，但鲜有规模种植。2009 年起，在云
南省昆明市石林县西街口镇培植的 “石林万亩人参果种
植基地”，在比对各种壤质，栽培方式、方法后成功培育出
了口感甜润、 亩产量达 2500 公斤的新一代人参果果苗，
并将种植方式规范化，标准化。 2010 年，西街口镇的人参
果种植面积达到 4000 余亩， 至 2011 年已增长至 8000 余
亩。 2012 年，该镇人参果种植面积已突破 15000 余亩。

10、云南骏信国际汽配城
提名理由：拟建国际汽车后市场产业基地
云南骏信国际汽配城位于昆明市经开区昆明出口加工

区内，是 2010 年昆明市政府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总占地面
积 500 亩，建筑面积 50 余万平方米，总投资近 15 亿元。 按
国际化标准打造，业态划分清晰合理、配套功能完善，是目
前云南大规模复合型专业汽车后市场，另外，依托云南“桥
头堡” 战略的远景规划， 将使骏信国际汽配城成为立足昆
明、辐射云南、西南，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的年销售额超百
亿的汽车后市场产业基地。

11、国家级湘潭九华经济技术开发区
提名理由：缔造长株潭的“新都心”
湘潭九华经济技术开发区始建于 2003 年底，是长株

潭城市群国家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
套改革试验区的示范区，也是省政府批准的台商投资区，
2011 年 9 月获批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目前，园区已
开发建成面积 20 平方公里， 入园企业 230 家， 总投资
1000 亿元，确定了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信息、装备和
制造为三大主导产业， 致力成为长株潭城市群重要的经
济增长极，全省领先的“千亿园区”之一。

12、国家级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提名理由：打造“大东城”经济核心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创建于 1992 年 8 月，2000 年 2 月

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园区规划面积
100 平方公里，截至 2011 年底，全区拥有企业 482 家，其中
年产值亿元以上企业 50 家，形成了以工程机械、汽车及零
部件为主导，电子信息、新材料、食品饮料、轻印包装等为补
充的产业发展格局。 现已成为湖南工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和核心驱动力，为“中国最具投资潜力十强开发区”、“湖南
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千亿园区”。

13、娄底市万宝新区
提名理由：两型先导，示范湘中
娄底水府示范片万宝新区成立于 2011 年 1 月 6 日，

是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五区十八片”之一，是
娄底水府示范片区的核心区和主要承载区。 两型先导，示
范湘中，万乘之地，物华天宝。 万宝新区总体发展战略围
绕“两型”社会建设要求，以新型工业、现代服务业和绿色
农业等两型产业为主导， 以打造湘中地区区域性商贸物
流中心为重点，建设新型城市示范区、两型产业聚集区、
城乡统筹样板区、生态文明先导区。

14、宁乡金洲新区
提名理由：跻身全省首批省级工业集中区榜首
金洲新区自 2006 年建设以来，形成了“五纵五横”的内

外交通路网，构建了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光电信息三大
主导产业，综合实力连续五年翻番，是长株潭城市群重要
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是湖南核心区域发展空间最大的工业
园区之一。去年投产企业 86 家，实现工业产值 177 亿元，财
税收入 8 亿元， 成为县域经济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主力
军。 2012 年，跻身全省首批省级工业集中区之首，逐渐成为
战略投资者抢滩中部的首选之地。

15、长沙金霞经济开发区
提名理由：建设中部物流之都
该园区是国务院批准的长沙市总体规划近期重点开

发区、湖南省十大重点省级开发区之一、长沙市物流产业
唯一核心园区。园区先后获批“中国物流实验基地”、“中国
物流学会产学研基地” 和 “湖南省物流示范园区”。 2010
年，园区荣膺“中国物流示范基地”和“湖南十大最具投资
价值产业园区”。 将建设成为中部物流之都、 城北工业基
地、长沙加贸中心和现代服务新城，“为长沙再造一个新开
福，为湖南做强一个北长沙，为中部崛起一座服务新城”。

16、长沙远航企业广场
提名理由：缔造湖南产业地产标杆
长沙远航企业广场落址中部经济门户、 长株潭金三角

的核心区———长沙暮云新城。总投资 5 亿多元，规划用地逾
80 亩，规划建设成集办公、科研、生产服务、商务配套于一
体的高新产业发展平台，预计引进 300 多家企业入驻，年生
产总值超过 70 亿元，年创税超过 3 亿元人民币。 作为政府
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和 2012 年“两帮两促”项目，将成为长
沙暮云新城创新产业聚集高地、 四化两型融合高地和生产
服务高地，引领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

【产业调研】

省文化艺术产业集团董事长李克浪（前右一）与芷江侗族自
治县人民政府签约。

0731-84326368 83381260
苏 琦 13755151301 刘婷婷 13548777650
肖 雪 13574188119 谢正午 18975835531

湖南省文产集团斥资 80 亿元进军大湘西

开发芷江文化旅游产业

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组委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