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李贵）8月28日上午，郴州
高新区、苏仙区在深圳举办招商推介
会，现场签约项目18个，共引资170多
亿元。 这些项目涉及新能源汽车、智
能装备制造、文化旅游、生态农业、新

能源、物流等产业，其中投资50亿元
项目2个、30亿元项目1个。

郴州高新区位于苏仙区辖区内。
为更好实现两区联动发展， 今年8月
初，郴州市委常委会研究了两区管理
体制改革及深度融合问题，将重点推

动苏仙区五里牌工业集中区划转郴
州高新区、 白露塘镇移交苏仙区管
理等工作。 “两区联合招商， 能形
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 郴州出口
加工区(郴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苏
仙区委书记袁卫祥介绍， 这次深圳
招商， 两区优势互补项目成为一大
亮点。 如郴州高新区的产业招商项
目， 能带动相关客商在苏仙区投资
物流、 教育等配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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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部署，全省财政部门以问题
为导向，积极筹措资金，创新支持
方式，为全省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
坚实的财力保障和政策支持。 ”省
财政厅厅长石建辉近日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针对外贸发展存在
的问题， 省财政厅抓住痛点难点，
解决制约外贸出口的关键问题；支
持畅通水陆空对外通道，积极对接
“一带一路”倡议。

长期以来，外贸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是制约全省外贸发展的瓶
颈问题。 石建辉介绍，针对这一问
题，去年8月，省财政厅联合商务、
国税部门制定了《湖南省中小微外

贸企业出口融资无抵押式担保+
银行优惠贷款暂行办法》， 在全国
率先实行“外贸财银保”，包括“无
抵押式担保+银行优惠贷款”和
“出口退税账户托管便利融资”两
种贷款。

这些政策通过降门槛、降利率
费用、限时办结等制度安排，使银
行资金低成本高效率地流入外贸
实体经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制
度交易成本，从而有效解决制约外
贸发展的痛点难点。 截至今年7月
底， 在启动第一笔贷款后7个多月
的时间里，仅“无抵押式担保+银
行优惠贷款”， 合作金融机构已对
87家企业授信6.6亿元， 累计放款
3.9亿元， 直接带动中小微外贸企
业出口5.6亿元以上， 对我省同期

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2%。
“企业始终是市场主体和主

力，只有企业强，外贸才能提质升
级上规模。”石建辉介绍，针对我省
外贸企业主体弱小的现状，省财政
厅配合省商务厅制定了《湖南省园
区外贸综合服务中心建设试点方
案》，通过省财政适当补助，在省级
以上园区设立外贸综合服务中心，
帮助中小微企业学会做外贸业务，
逐步开展自营出口。 截至目前，省
财政已下达1590万元， 支持36家
省级以上园区设立了42个园区外
贸综合服务中心， 有效地培育、发
展、壮大了一大批外贸企业。 据统
计，今年1至6月，全省“破零倍增”
企业共新增进出口额421亿元，占
全省进出口总额的41.8%。

此外，针对我省外贸出口品牌
不响、生产规模不大、地区之间外
贸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结合我省农
业大省的产业特点，省财政厅以食
品农产品为试点，重点支持“出口
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
设。 得益于这一举措，去年下半年
以来，在国际市场需求不旺的严峻
形势下，我省食品农产品出口实现
了逆势大幅度增长。

“湖南地处内陆，不沿边、不靠
海，开放型经济发展缓慢。”石建辉
介绍，近年来，全省财政部门筹措
资金， 加快国际航空客货运发展，
推动国际货运班列发展，支持提升
内河国际水运时效，在带动人流物
流、促进国际交往等方面，取得了
良好效果。

� � �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尹志伟）秋季开学，湖南师范大
学的学生缴费将会更方便，只需打开手
机，动动手指，就能从“湖南非税移动缴
费”微信公众号轻松缴费。 目前，湖南已
有79所学校接入平台（其中省属学校30
所），还有40余个市县共500余家执收单
位正在接入平台，一个辐射省市县三级
的统一缴费服务平台基本建成，湖南省
也成为全国第一个由省级财政建立统
一移动缴费渠道的省份。

为推进非税征管由管理为主向服
务为主转型，解决缴费“排长队、多头跑、

被扣款”等群众最关切的问题，让群众共
享“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成果，省非
税收入征收管理局牵头研发了非税移动
缴费平台， 更好地服务于包括全省学生
在内的非税收入缴款人。

平台1.0版本自去年8月上线运行一
年来，累计完成缴费8万余笔、2亿多元。为
适应业务快速增长的需要，湖南省非税收
入征收管理局日前对移动缴费平台进行
了升级，移动缴费范围将由学校陆续拓展
到交警、工商、质检、人社等所有非税收入
领域，预计年底前接入省政府“三湘云”政
务服务大平台。

� � �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 （记者 黄利
飞） 继8月25日沪指强势突破3300点整
数关口后，8月28日，沪深两市指数继续
高歌猛进， 盘中不断刷新反弹新高纪
录，成交量显著放大；午后上涨乏力，出
现小幅回落， 最终各大指数全线收涨，
其中上证指数收报3362.65点， 上涨
0.93%；两市合计成交6408亿元，较上一
个交易日增加1746.27亿元。

盘面来看，市场总体呈现普涨行
情，其中券商股与次新股集体拉升。

机构对于券商股今日全线崛起

的原因分析主要有三点： 一是行业集
中度提升， 二是估值相对较低， 三是
“国家队”增持。据统计，截至8月27日，
超过20家上市券商公布了半年报，绝
大多数券商在二季度获得了以证金、
汇金等为代表的“国家队” 资金的增
持。

券商板块向来被视为行情风向
标， 乐观派如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
学家杨德龙认为， 沪指站上3300点，
意味着慢牛行情确立， 后市空间随时
间推移会不断向上拓展，A股将展开

结构性行情； 谨慎派如银河证券认
为，近期市场热点交替活跃但缺乏持
续性，市场多空均表现谨慎，预期短
期市场宽幅震荡或难免。

另外，国企改革预期依然是市场
重要催化剂。 国资委网站今日发布消
息，经报国务院批准，中国国电集团
公司与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并
重组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至此，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
户数，已由2003年国资委成立之初的
196家，降至目前的98家。

� � �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 （记者 李治）长
沙市国土资源局今天证实，《长沙市住宅
用地“限房价、竞地价”试点操作规则（试
行）》（以下简称《操作规则》）已由市政府
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近日开始实施。

根据《操作规则》，今后长沙在住宅
用地拍卖过程中， 将先设定住宅销售限
价， 然后根据住宅销售价与住宅综合开
发成本， 按不高于土地挂牌起始价的
150%， 综合确定土地交易最高限价；当
竞价达到最高限价时， 仍有2个及2个以
上竞买人要求继续竞买的， 停止网上竞
价，改为现场摇号产生竞得者。这被业界
称为“熔断+摇号”土地新政。

《操作规则》还规定，“限房价、竞地价”
仅适用于长沙市土地管理委员会确定的住

宅用地试点地块。 该市将按照边试边完善
原则，先选取一定数量的纯住宅用地，按《操
作规则》挂牌出让。 试点地块房屋销售价格
由发改部门根据市内5区2016年10月房屋
销售均价和现时房屋销售价综合确定；住
建部门根据试点地块测算住宅商品房开发
成本（含一定利润）；国土部门根据房屋销售
价与开发成本确定土地竞拍最高限价。

长沙市国土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操作规则》主要针对长沙中端住宅商品房
刚需市场， 通过限定住宅销售价和土地最
高拍卖价，确保刚需购房者有房可买，也买
得起房； 高端改善型住宅商品房则尊重市
场规律，土地由市场自由竞价，政府通过财
税政策进行调节； 低端保障型住宅主要通
过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政策解决。

� � �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王建军 郑龙腾） 张家界沉寂多
年的神秘七星仙山， 将逐步掀开神秘的
面纱。今天，张家界七星山旅游开发项目
举行开工仪式，项目总投资156亿元，将
以“天空之城”奇境和“追星逐月”意境为
特征，打造集观光、体验、休闲、度假、康
养、竞技、科普、探索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超大型生态旅游综合体。

七星山与张家界天门山隔峡谷并立，
属世界罕见的喀斯特孤峰台型地貌，四面
为不规则的悬崖绝壁，山顶为形似哑铃状
分布的巨型丘陵台地，面积约为12平方公

里， 是天门山山顶面积的5倍， 平均海拔
1400米， 山顶台地上有较高山峰7座，呈
北斗七星分布，因此得名七星山。

七星山自然风光绝美， 旅游资源独
特，2013年被张家界市列入重大原生态
旅游度假区项目面向国内外招商。2016
年， 张家界七星仙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签约投资开发七星山。据了解，七星山旅
游开发项目将在3年内完成投资约20亿
元， 并开园纳客；8年内总投资约156亿
元全面建成，实现年接待1000万人次的
目标，打造“宛若天界”的国际休闲度假
胜地，成为张家界旅游新的增长极。

� � �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通讯员 段
者文 记者 李国斌 ）设计湘军，全新
启航。 8月28日，第十七届湖南省室内
装饰设计大奖赛在长沙启动。 本届大
奖赛不再设置门槛， 不收取任何费
用，并设立了20万元的奖金。

本次大奖赛由湖南日报社、湖南
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指导，中国建
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湖南专委会主
办，“新湖南”、 湖南日报社全域旅游
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华声全媒体传播
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承办。

本届大奖赛不同于以往，摈弃了往
届单一固化的模式， 开设独立单元，致
力打造丰富多元的设计品牌赛事。大赛
期间将举行14市州分赛、 市州对抗赛、
湖湘设计巅峰对决、年度课题、中国建
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公开课、名家面对
面、家装风尚盛典等多项主题活动。 将
打通业主、设计师、家装公司、材料商，
打造全产业链生态，创造更大的社会价
值与专业影响，更好地推动设计产业的
向上发展。 大奖赛还设置了路演环节，
目的在于从多方面、 多角度培养设计

师，并将打造权威设计风云人物榜———
“第十七届湖南省室内装饰设计大奖赛
风云榜”及“第十七届湖南省室内装饰
设计大奖赛青云榜”。

据悉，凡在湖南工商登记注册的
装饰设计机构均可报名参赛，设计师
可以个人名义参赛； 凡在2016年8月
到2017年8月竣工的室内设计工程实
例作品及此期间完成的室内设计方
案作品均可参赛。 作品征集时间至10
月10日，10月14日至10月16日进行初
评，10月20日至10月22日进行终评。

� � �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 （记者 欧阳
金雨 奉清清） 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简称“省中特中
心”）工作会议，28日在长沙召开。 会议
要求，聚焦党的创新理论，加强对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 阐释
好湖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为建设
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提供理论托底。

据悉，去年以来，我省中特中心及

各基地积极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的研究
阐释工作， 取得了丰硕成果， 成果数
量、 质量在全国各地中特中心中处于
领先地位。此外，还开展了马克思主义
学院高端论坛、 湘江论坛等系列学术
活动，营造了学习与研究的良好氛围。

会议指出，新的形势下，用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党员、 教育
群众、引领社会思潮、指导湖南实践，
对理论武装工作的要求更高， 任务也

更重。各基地要增强使命感责任感，把
研究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作为主攻方向，把研究宣传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作为重中之重， 加强对
社会思潮和社会热点的辨析和引导，
努力多出成果、多培养人才，发挥好研
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排头兵”和进行
思想與论斗争“快速反应部队” 的作
用。

省委宣传部有关负责同志、 省中
特中心19个基地负责人和首席专家
参加了会议。

解决缴款人排队难
“湖南非税移动缴费”覆盖全省

A股呈现普涨行情，券商股全线崛起
市场乐天派认为慢牛行情确立，谨慎派认为宽幅震荡或难免

———系列访谈

创新支持方式 助力开放崛起
———访省财政厅厅长石建辉

限房价 竞地价 保刚需
长沙实行“熔断+摇号”土地新政

张家界七星山掀开神秘面纱
斥资156亿元打造“天空旅游城”

第十七届湖南省室内装饰设计大奖赛启动

省中特中心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

郴州高新区、苏仙区联合赴深圳招商
签约项目18个，引资170多亿元

新建过街天桥
方便市民出行

8月28日，长沙市芙蓉北
路周南中学路段， 新修建的
人行天桥主体已完工， 正进
行桥梁装饰及亮化施工。该
人行天桥呈“L”字形，分别跨
越芙蓉北路和湘福路， 总长
度达133.98米，预计9月中旬
全面竣工。今年，长沙市将在
学校、医院、商业大街周边等
人行流量过多的主干道新建
五座过街天桥， 方便市民出
行。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