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罗霄山片区拥有一批高品质的红色文
化、绿色生态和多彩民俗旅游景区景点，罗
霄山南岭风景道被纳入25条国家生态风景
道， 发展乡村旅游是推进片区精准扶贫的
最好方式。根据省政府《关于支持我省罗霄
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意见》（湘政
发〔2014〕14号），为集中力量、扎实推进罗
霄山片区区域发展与脱贫攻坚工作， 促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在大湘西地区文化生
态旅游精品线路建设成熟经验和模式的基
础上，2017年省预算内基建投资设“罗霄山
片区发展”专项，资金额度5000万元，用于
支持“神奇湘东”（罗霄山片区）文化生态旅
游精品线路建设。 为加强项目实施及资金
管理，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 、实施目标与支持区域
1、实施目标：依据“神奇湘东”文化生

态旅游精品线路总体设计方案及公共服务
设施2016-2017年建设方案， 以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为重点，继续实施“神奇湘东”文
化生态旅游精品线路建设工程， 力争通过
2-3年的努力，建成以平汝高速公路、106国
道、 厦蓉高速为主轴的湖南“东方一号公
路”自驾车风景道，构建“神奇湘东”旅游精
品景观长廊， 实现精品线路向特色产业经
济带转化， 通过旅游扶贫推动罗霄山片区
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

2、支持区域：“神奇湘东”文化生态旅
游精品线路涵盖的10个县罗霄山片区的宜
章、桂东、汝城、安仁、茶陵、炎陵等6县，以
及平汝高速沿线的平江、浏阳、醴陵、攸县4
县（市）。

二、实施重点及方向
重点支持“神奇湘东”精品线路旅游交

通标志、乡村综合体（游客服务中心或自驾
车营地）、特色氛围景观、信息化、非物质文
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等公共服务设施， 标准
化家庭旅馆、特色民宿等配套设施建设。

1、旅游交通标志。（1）节点旅游交通标
志。指从高速公路连接线、国道、省道等公
路主干线及景区连接公路（不含高速公路
和城区主干道） 通往旅游精品线路节点的
旅游交通标志。（2） 特色村镇旅游交通标
志。是指从3A级以上（含3A级）旅游景区或
精品线路节点出发，在通往景点集群（特色
村镇）的国省道、县乡道路上设置的旅游交
通标志。

2、乡村综合体（乡村游客服务中心或
自驾车营地）。按照“统一规划、整合资源、

丰富功能、规范运行”的原则实施建设。乡
村游客服务中心， 要求尽量结合村级组织
活动中心、 农村综合服务平台等建设和运
营，建成集旅游服务、农村电商、村务、医
疗、文体等服务于一体的便民、惠民乡村综
合体，发挥集聚效应，为游客提供综合性、
一站式服务。 自驾车营地， 要求建成集停
车、露营、住宿、餐饮、休闲娱乐、信息服务、
旅游购物等于一体的村级旅游综合体。

3、旅游氛围标志性景观。主要包括在
高速公路出口、岔路口、村口等设置精品线
路logo标识牌、体现当地特色的主题雕塑及
其他能营造旅游氛围的景观设施， 如观景
平台、标志性石景、公交站/亭、路灯等。

4、信息化建设。重点建设信息化服务
平台， 精品线路上客流密集场所的电子触
摸屏、网站、手机APP及二维码标识、资料
架等旅游信息化软、硬件设施。

5、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项目。
是指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
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
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的保护
方式。包括非遗展示馆、传习所、演艺节目、
非遗商品开发等项目。

6、特色民宿和标准化家庭旅馆。是指
新建或改造现有房屋，结合当地人文、自然
景观、环境改善，以公司或家庭方式经营，
为游客提供乡野生活的住所。 要求建筑风
格突出乡土特色， 服务设施齐全， 管理规
范，安全卫生，可接待10名以上游客。

三、安排原则及方式
1、在建优先。优先支持基础条件好、带

动能力强、 具备开工条件的公共服务设施
及 配 套 设 施 建 设 。 优 先 支 持 已 列 入
2016-2017年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方案的项
目。浏阳市、醴陵市、攸县2017年仅支持旅
游交通标志、乡村综合体（乡村游客服务中
心或自驾车营地）、旅游氛围标志性景观和
信息化设施建设四项内容。罗霄山片区6县
2016年已支持的项目不再重复支持。

2、突出重点。采取投资补助的方式，重
点支持当地政府投入及吸纳民间投资为主
或利用金融资本的项目， 重点支持罗霄山
片区县及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平江
县。其他县市（浏阳、醴陵、攸县3县市）给予
适当支持。

3、责任下沉。“神奇湘东”文化生态旅
游精品线路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责任主
体是县（市）人民政府。要求各地按“神奇湘

东” 精品线路建设总体设计方案和公共服
务设施2016-2017年建设方案， 以及各县
（市）人民政府编制的项目实施方案做好项
目建设有关工作， 并对所属项目的投资安
排、项目管理、资金使用、实施效果负总责。

四、项目申报条件及要求
（一）申报条件
1、建设地点为已列入“神奇湘东”文化

生态旅游精品线路建设总体设计方案的节
点、景点集群（特色村镇）；

2、建设内容已列入“神奇湘东”文化生
态旅游精品线路总体设计方案；

3、项目已开工或具备开工条件。
（二）材料要求
1、株洲、郴州2市及平江、浏阳2县（市）

发改、旅游部门联合行文的申请文件；
2、县（市）人民政府编制的项目实施方

案；
3、需审批（核准或备案）的项目，附相

关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文件；
4、在建项目需提供地方政府用于精品

线路建设的资金到位证明文件或民间投资
到位证明文件， 或当地统计部门出具的投
资完成情况统计报表；

5、县（市）发改部门出具的相关材料真
实性承诺函；

6、项目建设照片（附时间）等其他相关
资料。

（三）时间要求
2016年12月按因素法下达资金计划并

组织项目申报，2017年2月底前下达项目建
设任务。

五、安排程序
严格落实省预算内基建投资专项资金

管理有关文件精神和《省发改委项目资金
申报及安排管理实施细则》(湘发改投资
〔2015〕317号)规定，在省发改委门户网站
设立“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公示”专栏，坚持
先公开公示，后申报安排，实现申报公开、
过程公开、结果公开。坚持集体决策，所有
资金申报安排，必须通过处务会集体研究，
再提交主任办公会集中审议决定。

六、项目监管
项目资金安排后， 项目单位应按申报

内容及规模认真实施， 接受我委检查稽察
及财政、审计监督，按要求定期向我委报告
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6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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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日 星期五08 经 济

各省直管县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县（市）发改局（委）：

《2017年省预算内基建投资“省直管县产城融
合示范区重大公共设施建设引导专项”实施方案》
已经2016年第145次委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
予印发。请按要求认真组织专项申报工作，争取尽
快下达投资计划，推动专项尽早实施。

联系人：陈炳栋
0731-89990938� � 89991005（传真）

邮箱：hntgb@vip.163.com
� � � �
� � � � 附件：

1、2017年省预算内基建投资“省直管县产城融
合示范区重大公共设施建设引导专项”实施方案

2、省直管县产城融合示范区重大公共设施建
设引导专项项目申报汇总表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6年11月29日

附件1：
2017年省预算内基建投资“省直管县产城融

合示范区重大公共设施建设引导专项”实施方案
为推动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 完善新型城镇

化体制机制， 加速县域经济发展， 我委于2015、
2016年分两批次批复13个省直管县经济体制改革
试点县（市）设立产城融合示范区。为促进产城融合
示范区建设， 拟在省直管县实施产城融合示范区
重大公共设施建设引导专项。

一、实施意义
推进省直管县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 是我委

贯彻弥补县域经济发展短板的重大举措。 省直管
县产城融合示范区均以省级产业园区及中心城镇
为依托，发展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符合产业发展和
人口集聚要求， 具备打造县域经济核心增长极的
条件和基础。 设立省直管县产城融合示范区重大
公共设施建设引导专项， 对示范区内重大公共设
施项目予以投资补助，有利于促进示范区建设，带
动县域经济发展； 有利于充分发挥政府性资金的
引导效应，撬动社会资本参与重大公共设施建设，
产生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有利于稳投资稳增
长，充分发挥大项目在稳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二、实施重点与范围
本专项重点支持产城融合示范区重大公共设

施项目，范围主要包括：
1、市政设施类。包括道路、城市交通枢纽、地

下综合管廊、排水防涝设施、公共停车场等项目；供
水、供电、供气、供热等项目；园林绿化、沿江沿河景
观带等项目；智慧化城市管理基础设施等项目。

2、社会事业类。包括教育、卫生、文化、创新创

业公共平台、健康养老等基础设施项目。
3、生态环境类。包括污水、生活垃圾处理、水环

境综合治理等项目。
对示范区内政府投资项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PPP）项目、民间投资项目给予同等对待，鼓励
地方采用引导示范作用强的PPP模式。

三、安排方式与原则
1、安排方式。2017年安排专项资金6000万元，

经申报材料初审、现场踏勘、联合审查，以投资补助
的方式给予支持。

2、安排原则。优先支持基础条件好、能够补齐
公共设施建设短板、 已开工或具备开工条件的项
目；优先支持资金筹措基本到位，能够撬动社会资
本和银行贷款的项目； 优先支持2016年第三批中
央专项建设基金不贴息类项目。

3、补助标准。根据项目规模、类型等适当补助。
四、申报条件与要求
1、申报条件。（1）申报的单个项目总投资须在

3000万元以上；（2）2016年已开工且主要在2017
年形成实物工作量的项目， 或2017年一季度前可
开工的项目；（3）各县（市）可申报3-5个项目，项目
之间关联度高，具有集聚效应，能够改变产城融合
示范区城市面貌，且具有较强改革示范引导性。（4）
项目须经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赋予项目代码，并已纳
入国家或省重大项目库三年滚动计划。

2、申报要求。一是项目单位须编制项目资金申
请报告（不要求专业咨询机构编制）， 内容应包括：
（1）县级发改部门申请文件；（2）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3）项目基本情况，包括建设内容规模及意义、实施
期限、总投资及构成、项目进展情况等；（4）项目审批
文件，包括发改、国土、规划、住建、环保等部门审批
文件， 已开工项目须提交施工许可证复印件；（5）相
关证明材料，包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副本、企业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项目资金到位证明、真实性承诺函
等文件资料的原件或复印件。 二是县级发改部门须
会同相关部门实地察看， 并由县级发改部门出具项
目真实性及项目实施期限的承诺函。 三是已获得国
家或省级政府性资金支持的项目不能重复申报。

3、时间要求。项目申报日期截止2016年12月9日。
五、安排程序与监管
项目及资金安排、管理严格按照《湖南省发改

委项目资金申报及安排管理实施细则》（湘发改投
资〔2015〕317号）、《省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管理办
法》（湘发改投资〔2015〕806号）执行。项目资金下
达后， 项目单位应按申报内容及规模认真实施，接
受我委检查稽察及财政、审计监督，按要求定期向
我委报告项目建设进展。

(更详细内容可在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
站http://www.hnfgw.gov.cn/查询下载)

各市州发改委：

《2017年省预算内“湘江流域重金属
等污染治理专项”实施方案》已经委主任
办公会审议通过， 请按照要求认真组织
项目申报 ，12月 10日前将申报文件及有
关材料送省发改委（资环处），逾期不予
受理。

联系电话：0731-89990914，89991083

� � � �附件：
1、2017年省预算内“湘江流域重金属等

污染治理专项”实施方案
2、2017年省预算内“湘江流域重金属等

污染治理专项”备选项目汇总表
3、企业基本情况表
4、项目基本情况表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6年11月29日

湖 南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2016年11月29日印发

附件1：

2017年省预算内“湘江流域
重金属等污染治理专项”实施方案

为推进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推行环
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2017年省预算内基本
建设投资设立“湘江流域重金属等污染治理专
项”，资金总额4000万元。为规范项目资金管
理，充分发挥省预算内专项资金作用，尽快形
成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根据《省预算内基本
建设投资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实
施方案。

一、支持重点和方向
1、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已通过

国家评审、已安排中央预算内资金，并处于合
理建设周期中的项目，其中第三方治理项目优
先支持。

2、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项目。政府部门、
企事业单位委托专业环境服务公司按照合同

约定实施建设或改造（不含纯运营）的环境污染
治理项目。每个市州限报2个（含省直管县）。

二、安排原则和方式
1、责任下沉。各市州发改委对本地区项目

进行实地勘察和严格筛选， 对项目资金申请报
告是否符合有关政策要求、项目审批（核准、备
案）是否符合有关规定、项目前期工作是否落实
等进行严格审查， 并对审查结果和申报材料的
真实性、合规性负责。

2、突出重点。以湘江流域为主，在建项目优
先，在统筹平衡的基础上，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给予适度倾斜。

3、采取投资补助的方式进行安排。湘江流域
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按审定总投资5%-15%的比
例给予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的投资补助，环境污
染第三方治理项目按总投资规模和预计达成治
理效果给予100万元-200万元的投资补助。

三、申报条件和要求
1、申报条件。（1）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

项目。2016年以前年度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项
目应完成主体工程招投标，2016年下达中央预

算内投资项目应已发布主体工程招标公告。（2）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项目。 项目已完成立项审
批等前期工作， 已正式签订第三方治理合同或
协议，已开工建设或具备开工条件、确保2017年
上半年内正式开工建设， 第三方治理单位具备
相应资质，项目总投资不低于1000万元。

2、申报资料。（1）项目基本情况。包括项目
单位（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项目应提供项目业
主和环境服务公司情况）基本情况、审批情况、
建设规模和内容、总投资及资金来源、前期工作
进展或实施进度、 项目建成后达成的效果。（2）
项目审批文件。 包括项目审批、 核准或备案文
件，备案项目还需提供规划、用地、能评、环评文
件。（3）项目建设相关资料。湘江流域重金属污
染治理项目应提供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发
布的招标公告、招标合同文件或施工许可证等。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项目应提供第三方治理合
同或协议， 环境服务公司相应资质文件。（4）项
目配套资金证明文件（仅限湘江流域重金属污
染治理项目）。包括各级财政拨付文件、县市级
专题会议文件等。（5）市州发改委统一出具申报

文件，并对申报项目和申报资料出具真实性承
诺函。

四、安排程序和监管
严格落实省发改委项目资金申报及安排

管理有关规定，坚持申报公开、过程公开、结果
公开。自本实施方案公布之日起，各市州发改
委应认真组织本地区项目申报，实地查勘后确
定备选项目，于2016年12月10日前向省发改委
提交申报文件和真实性承诺函。省发改委通过
处务会集体研究，再提交委主任办公会集中审
议决定， 并经网上公示后下达项目投资计划，
委纪检监察部门全程监督。 项目资金下达后，
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项目单位应按
审定的规模和内容认真实施，接受我委检查稽
察及财政、审计监督，按要求每季度向我委报
告项目建设进展。 对提供虚假情况骗取投资，
转移、侵占、挪用投资，擅自改变项目建设内容
和建设标准，以及存在其他违规行为的，责令
限期整改，并视情核减、收回或停止拨付投资。

(更详细内容可在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网站http://www.hnfgw.gov.cn/查询下载)

省发改委投资项目公开专栏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关于印发《2017年省预算内基建投资“省直
管县产城融合示范区重大公共设施建设

引导专项”实施方案》的通知

2017年省预算内基建投资
“罗霄山片区发展专项”实施方案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李伟锋 实
习生 张维正)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
闻发布会， 省经信委主任谢超英发布了由
湖南制造强省领导小组制定的《湖南工业
新兴优势产业链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
动计划》）。

根据《行动计划》，我省5年内将重点
主攻20个新兴优势产业链，并将其作为制
造强省建设的“核心任务”。 这20个新兴
优势产业链分别是：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含磁浮）产业链、工程机械产业链、新型
轻合金产业链、化工新材料产业链、碳基

材料产业链、显示功能材料产业链、先进
陶瓷材料产业链、 先进硬质材料产业链、
先进储能材料及电动汽车产业链、新能源
装备产业链、IGBT大功率器件产业链、人
工智能及传感器产业链、自主可控计算机
及信息安全产业链、航空航天（含北斗）产
业链、基因技术及应用产业链、中药产业
链、空气治理技术及应用产业链、装配式
建筑产业链、3D打印及机器人产业链、农
业机械产业链。

谢超英介绍，这20个产业链，既紧跟
国家发展战略， 又瞄准产业发展前沿，是

从省内有基础、有龙头企业、有基础研究
力量，并具有突破性、颠覆性技术的新产
业中精心筛选出来的。2015年，这20个产
业链的总产值为6958亿元， 预计到2020
年可达到16990亿元。 同时， 这些产业链
均能以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为中心，向产
业链的上下游、价值链的高端和微笑曲线
两端进行延伸，对其他相关产业具有较强
带动效应，若干领域有望建成世界级产业
集群。

在推进产业链发展方面， 我省将进
一步明确发展目标， 优化发展路径，按

照“一链一策”原则，分产业链制定实施
方案。围绕新兴优势产业链 ，抓紧谋划
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重点项目。近
期重点抓好中速磁浮装备技术攻关、宽
温高可靠传感器生产线、100吨石墨烯
生产线、锂离子动力电池产业化等重点
项目。围绕建链 、补链 、强链工作，积极
搭建合作对接平台。支持产业链企业组
建战略联盟，推动各产业链与全球创新
要素深度融合，力争在关键环节取得重
大突破，尽快形成新的增长点和产业新
亮点。

《湖南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行动计划》发布
涵盖20个产业，若干领域有望建成世界级产业集群

紧跟国家战略 瞄准产业前沿 湖南主食加工
涌现两个千亿产业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彭舒婷）记
者今天从正在宁乡县举行的2016湖南主食加工品牌建设
交流观摩会获悉，我省主食加工业来势喜人，目前已涌现
出两个千亿产业：截至2015年底，全省粮食类、畜禽类主食
加工企业销售年收入分别达到1650亿元、1077亿元。

千亿元级别的产业，一般是省级地区经济发展的
支柱。省农委总农艺师唐建初介绍，近年来，湖南主食
加工业发展迅速，形成了粮食、畜禽、蔬菜、水产四大
主食加工主导产业，尤其是粮食类、畜禽类主食加工
两大千亿产业，有力带动了全省农业做强、农民增收。

截至2015年底， 全省主食加工企业发展到2万多
家，其中规模以上主食加工企业2300多家；全省主食
加工业实现销售年收入3465亿元，占全省农产品加工
业销售年收入近三分之一；联结鲜活农产品基地3850
万亩，带动农户820万户。金健大米、克明挂面等一批
湘产名牌产品，“香”飘省内外。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组织开展
2017年省预算内“湘江流域重金属等污染治理专项”申报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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