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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李治 通讯员
黄强远 何仕蓉）在12月23日结束的长沙市项目
建设流动观摩现场会上， 湘江欢乐城项目建设
得到观摩者一致赞誉。记者12月26日获悉，项目
所在地长沙市洋湖街道自3年前街道成立以来，
以大招商、大项目带动大发展，今年1至11月完
成区级税收同比增长66%， 预计全年可突破1.9
亿元。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后，洋湖路以北，以中盈广场、柏宁地王
广场、湘江时代为代表的洋湖总部经济、楼宇经
济呈现飞跃发展。以中盈广场这个由5栋写字楼
构成的楼宇群为例，近一个多月，又有省上市公
司协会总部、腾讯视频等单位落户，尔康制药等

5家上市公司总部陆续入驻，整体招商入驻率已
达60%以上。

洋湖街道工委书记黄大勇介绍，依托湘江、
洋湖湿地公园的生态资源， 街道正全力加速开
放崛起， 引进的项目也多为具有区域或者行业
优势的无烟产业。今年以来，街道联合区直有关
部门开展点对点精准招商， 实行一对一跟踪服
务，产业招商成效明显。北大资源地产集团湖南
总部、湖南天新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湖南省房地
产经理人联盟等都纷至沓来。

目前， 在洋湖街道正在建设的湘江欢乐城
项目中，围聚着欢乐雪域、欢乐水寨、欢乐天街、
欢乐海洋和华谊电影小镇等现代文旅产业项
目。多个高端知名商业配套项目也陆续出现：继

宜家购物中心集团旗下“荟聚中心”今年动工兴
建之后， 另一国际家居巨头德国卓伯根集团中
国总部也确定落户。湖南妇女儿童医院、洋湖雅
礼中学、 中加国际学校等优质生活配套项目也
先后入驻，洋湖发展呈现诱人前景，带动经济日
趋活跃。今年1至11月，洋湖街道实现商品房销
售面积41.26万平方米，销售均价已接近万元，部
分楼盘需摇号购房。

�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
讯员 罗德发）12月24日， 湖南医药学院特聘专
家粟明坤一大早便忙起来， 电话、 微信留言不
断，咨询他研发的侗药热药扶正贴。热药扶正贴
即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的中草药制剂及其多功能
高效贴敷装置，不久前获得国家专利。

“全力落实好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实施
科技创新攻坚工程，深入开展民族医药研究，打
造抢救侗医药的‘诺亚方舟’。”湖南医药学院党
委书记毛克平说， 学院建成的侗医药研究省重
点实验室， 是国内首个侗医药研究省级重点实
验室，现在正开展对侗医药的抢救性保护，将侗

医药药物和医疗技术进行整理研究。 已收集侗
医药手抄文献9本，收集药方30余个，正在对创
作于清道光八年的侗医药古籍《群方备要》孤本
全6册进行校注。

为加快民族医药研究，湖南医药学院将进一
步建好专家人才库和专家团队。目前，学院侗医药
研究实验室已有研究人员30余名。学院将深入实
施“高端人才汇聚工程”，分批次引进高层次人才，
并创新人才分配机制， 设立高端人才岗位特殊津
贴，充分调动创新型人才的积极性。

“主动融入产业建设，促进产学研一体建设。”
毛克平介绍， 今年学院把实验室及孵化基地建在

了怀化高新区，推动科研成果与产业无缝对接，实
现科技产业化、产业科技化、产品市场化。学院正
与园区正清药业等企业合作， 深入开展老药新用
开发、新资源食品开发等。还在通道等地，种植铁
皮石斛等中药材1000多亩。

据了解， 湖南医药学院研发的侗医火针疗
法等一批成果走向市场，已使上万患者受益。侗
医药研究实验室将通过对有侗区特色的、 能产
生显著效益的、 能开发为新制剂与新保健品的
侗药材，进行野生改家种与品种改良试验，并对
药材进行化学成分与药效研究， 研制出侗药新
产品，满足临床用药需求。

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
———落实省党代会精神在行动

湖南推进粮油生产
全程机械化
洞庭湖区6个县（市区）、3个
农垦管理区率先示范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张尚武）记者今天从
省农机局获悉， 湖南在洞庭湖区择优选定6个县（市
区）、3个农垦管理区， 创建粮油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
县（区），辐射带动全省推进粮油生产全程机械化。

日前，省财政厅、省农委组织专家评审，根据最
终得分排名，望城、鼎城、汉寿、安乡、沅江、湘阴等6
个县（市区）入选“粮油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市
区）”；屈原、大通湖、君山入选“粮油生产全程机械
化示范农垦管理区”。

按省政府部署，省财政安排每个示范县（市区）
1000万元、每个示范农垦管理区500万元作为引导
资金，预先分拨到位，鼓励整合相关涉农资金，带动
社会资本投入，推进示范创建。

省农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入选的各县（市
区）、农垦管理区要立足各自农业机械化“短板”，自
主制定方案， 整县推进稻油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
形成稻油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培育壮大农机社会
化服务组织。至2017年底，创建单位要实现机耕道
通达率达到60%以上，油菜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
提升至70%以上，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提升
至80%以上，以机代牛达到100%等指标。

�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奉永
成） 今天， 全省安监局长座谈会在长沙
召开，重点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
见》，部署2017年度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决定将2017年定为“落实企业安全生产
责任年”。

2016年，我省深入开展“安全监管执
法年”活动，成效显著。座谈会上，与会人
员就省安监局起草的《湖南省生产经营
单位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若干规定》
（简称《规定》）进行了讨论。

《规定》要求，生产经营单位的主
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的第一责
任人；矿山、金属冶炼、道路运输、建筑
施工单位， 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单位应
当按照不低于从业人员百分之一的比
例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从业
人员在100人以上不足300人的企业，
应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从业人员
在300人以上的高危生产经营单位应
当设置安全总监。

来自14个市州的安监局长和部分重
点县、市、区的安监局长参加了座谈会。

洋湖街道开放崛起前景诱人
今年1至11月完成区级税收同比增长66%

打造抢救侗医药“诺亚方舟”
湖南医药学院科技创新加快侗医药发展

� � � � 12月23日凌晨，吉首市乾州建新路，施工人员在吊装人行天桥。近
年来，该市加快推进交通突围工程、城市提质工程、产业攻坚工程、民生
升温工程等，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精品城市，建设武陵山片
区生态文化旅游中心城。 姚方 摄

吉首城建
如火如荼

2017年为
“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年”
300人以上的高危生产企业要设置安全总监

�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白培
生 通讯员 王芳勇 王彦雄 ） 今天， 记
者从郴州出口加工区管委会获悉， 国务
院日前下发文件， 批复同意郴州出口加
工区整合优化为综合保税区， 规划面积
1.06平方公里， 定名为郴州综合保税
区。 据介绍， 这是我省第5家综合保税
区。

郴州出口加工区于2005年6月经国
务院批准设立， 2007年11月封关运行，
2009年6月叠加保税物流功能， 是全省
首个国家级出口加工区。 园区重点发展
以出口为主的电子信息、 新材料及物
流、 仓储、 检测维修等产业， 目前有色
金属新材料、 电子信息产业初具规模。
园区先后被认定为湖南十大最具投资价
值产业园区、 湖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

区。
据了解， 综合保税区是我国目前开

放层次最高、 优惠政策最多、 功能最齐
全、 手续最简化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除法律、 法规和现行政策另有规定外，
境外货物入区保税或免税； 货物出区进
入境内区外销售， 按货物进口有关规定
办理报关手续， 并按货物实际状态征
税； 境内区外货物入区视同出口， 实行
退税； 区内企业之间货物交易免征增值
税、 消费税。

园区负责人表示， 郴州出口加工区
升级为综合保税区后， 将极大推动园区
及郴州开放型经济发展， 助力郴州打造
湖南“新增长极”， 辐射湘南， 成为湖
南对外开放重要平台和中部地区经济发
展新高地。

�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彭新理 周平武） 记者今天从省
政府金融办获悉， 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
发了《湖南省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
工作实施方案》（简称《方案》）， 重点对
P2P网络借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
第三方支付、 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
及跨界从事金融业务、各类交易场所（商
品类、文化类）、互联网金融领域广告等
领域进行专项整治， 促进互联网金融规
范有序发展。

《方案》明确：P2P网络借贷平台不
得设立资金池、发放贷款、自融自保，不
得向出借人提供担保或承诺保本保息、
期限错配、期限拆分，不得大规模线下营
销、误导性宣传、虚构标的，不得发售银
行理财产品，不得非法集资；未经批准不
得从事资产管理、债券或股权转让、高风
险证券市场配资等金融业务。

股权众筹平台不得发布虚假标的，
不得自筹，不得进行虚假宣传。平台上的
融资者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公开或者变相
公开发行股票，不得非法经营证券业务，
不得“明股实债”或非法集资。

保险公司通过互联网销售保险产

品，不得进行不实陈述、片面或夸大宣传
过往业绩、 违规承诺收益或承担损失等
误导性描述。

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挪用、 占用客
户备付金， 不得连接多家银行系统变相
开展跨行清算业务， 不得无证经营支付
业务，不得开展商户资金结算、个人POS
机收付款、发行多用途预付卡、网络支付
等业务。

各类商品交易场所、 文化艺术品交
易场所不得从事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规
定的互联网金融活动。

《方案》还对规范互联网金融领域广
告提出了明确要求。 未取得相关金融业
务资质的从业机构， 不得对金融业务或
公司形象进行宣传； 取得相关业务资质
的，宣传内容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不得进行误导性、虚假违法宣传。

湖南还将对未经主管部门批准擅
自开展网络小额贷款业务或其他互联
网金融活动的情况进行排查； 对融资
性担保机构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进行
排查；对校园网贷、有关涉及汽车金融
业务领域的互联网金融平台进行专项
整治。

湖南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

郴州出口加工区
升级为“综合保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