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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吴晔）12月15日，娄底市在深圳举
行扩大对外开放珠三角地区经贸合作对
接会。会上签订投资项目17个，合同投资
总额138亿元。

对接会上， 娄底市重点推介了8大项
目， 分别为钢铁薄板深加工产业园及配套

项目、中国供销湘中物流园、中国物流娄底
诚通现代物流园、静脉产业园、文化旅游、
新能源汽车生产及配套项目、健康产业、特
种陶瓷产业园建设。 这些项目充分结合国
家“一带一路”战略和省“一带一部”总体产
业布局，高度契合娄底产业资源优势、转型
发展方向和产业配套需要，发展前景好。

�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李伟锋）
今天， 长沙市天心区一房地产企业将一笔
617.08万元的欠税如数缴纳到位。至此，天
心区地税今年累计追缴欠税4127万元，有
效防止了地方财税收入流失。

今年来， 天心区地税局把清缴欠税作
为重要抓手，对辖区内企业进行全面清理，
力争应缴税收“颗粒归仓”。该局在日常征
管中发现，一项股权收购活动中，被收购方
存在欠税行为。 该局将这一情况及时告知

收购方， 并主动上门为收购方进行收购重
组涉税法律、政策宣传；同时积极与被收购
方沟通，依法清算应缴税额，终于将欠缴税
款追收到位。

针对这一情况，该局举一反三。日常征
管中做细税收巡查，及时发现税收疑点，对
企业重组一类的信息高度关注， 加强对重
组企业具体涉税政策的辅导， 与企业共同
解决在收购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确保企业
政策掌握到位。

�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陈勇）近日，湖南省首批地下综
合管廊试点项目———永州市永州大道地
下综合管廊项目开工建设。

该项目位于该市永州大道日升路至
长丰大道，全线16.4公里，总投资约9.48
亿元。管廊收容自来水、高压电、燃气、一
般电力和通讯等5大类管线。 项目采用
PPP模式， 由社会资本方中建五局与永
州市经济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共同出资， 组建永州中建管廊建设项
目公司，负责管廊的融资、建设、运营和
维护。

合作期限为30年， 其中建设期2年，
运营维护期28年。 该项目的建成将有利
于节约城市用地，美化城市环境，提升城
市品位。

加快电网等电力设施建设

祁东破除城乡用电瓶颈
娄底加强与珠三角经贸合作对接

�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何志强） 首届中国森林康养与医
疗旅游论坛近日在北京举行， 湖南天鹅山
国家森林公园被定为全国首批36家森林
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之一。

这次确定的试点建设单位， 是从全国
21个省份114家申请单位中遴选出来的。
天鹅山国家森林公园以其森林康养发展思
路清晰、森林资源质量好、生态环境优良、
具有较好的经营能力和康养条件而入选。

天鹅山公园跻身“全国森林康养基地”

天心区地税依法清欠保税收

�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国庆 ）近日，记者从祁东县电力
部门获悉， 该县第15座变电站———35千伏
河洲变电站正在进行电器安装和设备调
试，将于明年1月中旬投入运行。届时，该县
东部粮市、 河洲等偏远乡村群众将彻底告
别用电难。

祁东是衡阳市唯一的省级贫困县， 电力
建设投入历史欠账多， 电网结构不合理状况
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特别是随着归阳工
业园区建设稳步推进， 原有电力设施难以满

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电力供求矛盾更加突
出。为破除城乡居民生产生活“小马拉大车”
的用电瓶颈，近几年来，该县千方百计筹措资
金，加快电网等电力设施建设，一大批变电站
和输电线路相继施工和投入运行。

今年8月， 在祁东县第十二次党代会上，
县委书记杜登峰提出加快“幸福祁东”等5大
建设，持续发展民生事业，其中包括完善电网
规划，实现农网改造“清零”目标。通过与国家
电网湖南分公司联系协调， 河洲35千伏变电
站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 电网建设得到当地

群众大力支持， 短短几个月就完成了征地拆
迁及土建工程。

同时，祁东县大力招商引资，发展水能、
光能、风能和生物质发电，一批发电企业先后
落户祁东，为打造“工业祁东”奠定坚实基础。
目前，祁东凯迪生物质热电厂、华能湘祁水电
站、官家嘴风力发电场已先后并网发电；石亭
子、黄土铺、蒋家桥地面分布式光伏电站正在
安装支架， 预计明年3月有2个光伏电站可并
网发电；大马风电厂、凤岐坪风电厂也在规划
建设中。

永州大道
地下综合管廊项目开工
采用PPP模式，总投资近10亿元

� � � � 12月16日，花垣县长乐乡黄连沟村，村民散养在山上的羊群。2014年，该村创办山羊养殖合
作社，吸收本村18户贫困户参加。今年，该合作社扩大养殖规模，新建育肥场和繁殖场，养殖波尔
山羊、黄羊、本地山羊共1000余只。目前，合作社已销售成品羊700余只，收入63万余元，户均收
入达3万多元。 龙艾青 摄

养羊致富
�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赵芸）如今，能玩转微信公众号的人
才备受追捧。昨天，在岳阳市湘湘人才市场
举行的招聘会上，参加招聘的108家单位，提
供就业岗位976个。其中微信营销人才稀缺，
企业高薪求贤，吸引了不少求职者的目光。

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跟微信有关的岗
位，如微信营销、平台搭建、程序设计等，而
且薪资还都不低， 起薪都有4000至5000
元。参加现场招聘会的近千名求职者，达成
初步意向有326人。今后，湘湘人才市场每
周三、周日都将举办招聘会。

岳阳微信人才走俏招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