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25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3
月25日，娄底商贸服务业发展的“一号工程”
———娄底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正式开工。
这个选址于国家级娄底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物流园占地达2400多亩， 规划建筑面积约
300万平方米，总投资将达65亿元。项目的启
动，标志着娄底向区域性物流中心迈出了历
史性一步。

娄底地处洛湛铁路和沪昆铁路交会处。沪
昆高速及正在施工的二广高速、 娄怀高速、长
韶娄高速、益娄衡高速，在娄底形成两个高速
公路“十”字交叉，娄底成为省内交通最便利的
枢纽城市之一。 交通条件的改善，为娄底经济
发展搭建了全新的平台。娄底市委市政府准确
把握这一契机，将娄底发展全新定位为“三基
地一枢纽一中心”， 即“高端装备制造基地”、

“新型电子信息产业基地”、“特种汽车生产基
地”和“重要的交通枢纽”与“区域性物流中
心”，首次将物流业提到了与支柱性工业产业
并重的战略高度。

为了在短期内实现区域性物流中心的目
标， 娄底在及时扶持本土中小型物流企业成
长的同时，大力引进国内现代物流企业。 这次
开工的娄底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 由央企

新合作集团开发，是我省“十二五”重点建设的
10个省级物流园之一。 由于其意义重大，被娄
底市委市政府列入商贸服务业发展的“一号工
程”和娄底加快转型发展的示范工程。 项目建
成后，将成为融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于
一园，集仓储、多式联运、物流配送、电子商务、
物流信息、行政、会展、生活配套于一体，设施
齐全、功能完善，对湘中及中部地区有强大辐
射作用的大型现代化综合性物流中枢基地。

市州新闻

邵阳市 阵雨 9℃～15℃
湘潭市 小到中雨转阴 10℃～16℃

张家界 阴转多云 8℃～18℃
吉首市 小雨转阴 9℃～12℃
岳阳市 阵雨转多云 9℃～15℃

常德市 阴转多云 8℃～15℃
益阳市 小雨转多云 9℃～16℃

怀化市 阵雨转阴 9℃～14℃
娄底市 小到中雨转多云 8℃～16℃

衡阳市 中到大雨转阵雨 11℃～16℃
郴州市 大雨转小雨 12℃～18℃

株洲市 中雨转多云 10℃～15℃
永州市 多云 14℃～18℃

5
长沙市
今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阵雨转多云
北风 2~3级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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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5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周小明） 3
月25日， 永州市冷水滩区
工商局执法人员来到该区
某西餐厅， 要求该西餐厅
对设置最低消费等经营行
为进行整改， 限期清除店
内所有涉及此项内容的标
识。

3月以来， 该市工商部
门针对餐饮、 娱乐、 服务

等行业存在“最低消费”、
“包厢费” 等“霸王条款”，
并导致浪费的现象， 开展
了专项执法检查。 全面叫
停餐饮、 娱乐、 服务等行
业以通知、 声明、 店堂告
示、 服务单据、 商业广告
等格式条款为手段， 设置
最低消费、 包厢费、 拒绝
自带酒水、 收取开瓶费等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本报3月25日讯（记者 刘凌 通讯员 舒

拉 张凯博）今天，记者从长沙市岳麓区2012
年度绩效考核大会上获悉，年度绩效考核排
名在长沙主城区长期靠后的岳麓区，一跃成
为各城区之首。 统计部门最新数据显示，岳
麓区区域综合实力已跨入全国市辖区百强
行列，并跻身中部强区“第一方阵”。

2012年， 岳麓区财政总收入等7项主要
经济指标平均增幅高达20%以上， 不仅排在
长沙市各城区第一位，在中部地区40多个城
区中也是首屈一指。 岳麓区区委书记陈中介
绍，岳麓区的强势崛起，得益于抢抓重大发
展机遇，实施跨越赶超战略，迅速拉长产业
发展这块“短板”。

2008年以后， 岳麓区抓住长沙市实施
“沿江建设、跨江发展”战略、强力推进“两型
建设”的发展良机，开始产业腾飞之旅。 为打
破发展空间狭小的瓶颈， 岳麓区拆迁腾地8
万亩，城区面积由145平方公里扩展至552平
方公里，城区人口由40万增至80万，承载能
力大幅提升。 在此基础上，岳麓区集中力量

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高端产业。 依托
滨江产业带，精心打造集金融商务、总部经
济、星级酒店于一线的高端产业聚集带。 依
托以地铁、 城际轻轨为主轴的轨道经济轴、
以岳麓山风景区等为主轴的生态经济轴、以
金星大道等为主轴的商务经济轴，集聚发展
大型卖场、时尚餐饮等业态，引导发展生态
休闲、文化旅游等产业，布设高品质商务楼
宇，形成富有国际元素的商务街区。 依托滨
江新城高端商务区、 洋湖总部经济区等片
区、园区，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功能区。 近3
年来，该区相继引进豪生酒店、步步高广场
等近200个现代服务业项目，完成投资约300
亿元。

娄底商贸服务“一号工程”开工
向区域性物流中心迈出历史性步伐

2012年主要经济指标平均增幅超20%

岳麓区跻身中部强区“第一方阵”

永州叫停“最低消费”

衡阳综保区
边建设边招商

今年10月封关前，至少
有3家企业入关发展

本报3月25日讯 （记者 陈鸿飞 朱章安

通讯员 江勇 李英姿） 衡阳综合保税区全面开
工建设后， 吸引众多省内外外向型企业将目光
投向衡阳。 今天， 衡阳市委副书记、 市长张自
银欣喜地告诉记者 ， 在综保区建设施工的同
时， 招商引资同步进行， 今年10月封关前， 至
少有3家企业将入关发展。

2月26日， 我省首个国家级综合保税区在
衡阳开工建设。 总规划面积2.57平方公里。 其
中一期0.89平方公里， 主要建设项目包括29栋
标准厂房、 1栋监管仓库、 6栋保税仓库、 1栋
综合楼、 2栋查验平台， 以及卡口、 电子信息
平台、 防护网、 巡逻通道等。 目前， 一期工程
详规已获长沙海关批复 ， 完成了综合楼 、 卡
口、 查验平台、 监管仓库、 围网等基建工程招
标程序， 明确了施工单位， 并全部进场施工。
按照要求， 衡阳综保区将在8月底前完成一期
工程， 9月上旬申请验收， 10月封关运行。

炎陵发现
天然“石头长城”
本报3月25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黄春平） 近日， 在炎陵县龙溪乡仙坪村， 前
来踏春的游客发现一个天然 “石头长城” 景
观。

这个 “石头长城 ” 由数十堵 “石头墙 ”
紧密相连而成， 高处10余米、 低处2至3米， 长
达1公里多， 蜿蜒跨越两座海拔800多米的大
山。 据介绍， “石头长城” 位于仙坪村一个
叫石崎下的地方， 离县城30公里。 这里山清水
秀， 因山上长满了树木， 从远处看无法看到
“石头长城” 风貌。

3月 24日 ，
娄 底 市 举 办

“春风送岗位 ”
大型招聘会 ，
近百家企业为

求职者提供将

近3000个岗位，
吸引了上千人

前来求职。
吴永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