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田拥军）近日，省政府印发了《关于积
极推进招商引资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通知》是我省在招商引资新形势下出
台的新政策，既是对国家文件精神的贯彻落
实，也是立足我省实际大力实施“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的重要举措。

《通知》包括创新招商引资举措、完善招
商引资政策、持续改善投资环境、切实加强
组织保障四个方面共22条政策措施。

根据《通知》，我省鼓励和支持外来投资

企业参与我省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的PPP
项目建设。 支持各级政府统筹各类专项资
金，对引进的重大产业项目予以支持。支持
各地对引进的重大产业项目及创新型项目
所涉及的城镇建设等行政事业性收费给予
奖补。优先保障重大产业项目的水、电、气等
生产要素需求，积极争取更多的园区进入国
家增量配电试点；支持园区用户积极参与电
力市场直接交易；支持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对
重大和重点产业项目进行适当物流补助。

对投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

类项目、《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
录（湖南部分）》和《湖南省招商引资重点产
业指导目录》 中的产业项目优先供应土地。
支持外商投资企业依法依规在主板、 中小
板、创业板和境外上市，在新三板和区域性
股权市场挂牌，享受与内资企业同样的上市
支持政策。

《通知》明确，对转移来湘的企业，其经
原所在地省级认定的有效期内的相关资质，
在我省无需重新申报，报有关部门备案后直
接予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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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田拥军）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印发〈湖南省生态文明建
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 的通知》（湘办发
[2017]55号），我省将对14个市州党委、政府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情况实行严格的评
价考核制度。

根据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
办法精神和省委、省政府要求，为全面推进
我省生态文明建设，省发改委、省环保厅、省

委组织部、省两型办、省统计局等部门研究
起草了《湖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
办法》（以下简称《考核办法》）。

《考核办法》主要对市州党委、政府生
态文明建设进展情况实行年度评价、五年
考核。评价重点是各市、州上一年度生态
文明建设进展总体情况， 每年8月底前完
成；考核主要是考查各市、州生态文明建
设重点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强化市、州党
委和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责任，每个

五年规划期结束后的次年开展， 并于8月
底前完成。

年度评价结果报请省委、省政府审定后
向社会公布，并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
和省绩效考评体系。 目标考核结果作为各
市、州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
价、干部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并纳入省绩
效考评体系。对生态环境损害明显、责任事
件多发市、州的党政主要负责人和相关负责
人要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黄利飞）今天
是国庆、中秋长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多只湘
股披露购买资产事宜公告。

停牌已有3个月的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司今日发布公告称， 拟以5.87元/股的价格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 收购湖南省现
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
代农业集团”） 持有的天心种业近82.83%股
权，及现代农业集团在天心种业享有的200万
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

交易双方已于9月29日签署了框架协议，
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事项，
达成初步意向。

新五丰主营生猪养殖、肉品销售以及饲料

加工；收购标的天心种业的主营业务为种猪、仔
猪、商品猪的生产和销售。新五丰表示，本次资
产收购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实现
产业整合，产生协同效应，提高公司竞争力。

今日公告筹划收购资产的湘股， 还有环
保行业的永清环保，以及研发、生产粉末冶金
摩擦材料等相关制品及设备的博云新材。

永清环保公告表示，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
产购买事项；博云新材称，正在筹划发行股份
收购资产事项， 标的公司属于硬质合金行业。
两公司股票皆自10月9日开市起停牌， 预计在
停牌之日起10个交易日内披露相关事项后复
牌。博云新材还称，不排除相关事项经论证属
于重大资产重组后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

国开行受理助学贷款创新高
业务量在全省占比逾95%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黄利飞）周一
两市大幅高开，沪指开于3400点上方，午后银
行股回落明显， 带动沪指震荡走低。 截至收
盘， 沪指报3374.38点， 涨0.76%； 深成指报
11264.27点，涨1.60%；两市成交超5300亿元，
成交量较节前明显放大。

假期央行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加之
欧美股市、港股等外围市场走好，推动了周一
的金融股支撑指数，盘面出现了“权重股搭台，
题材股唱戏”的现象。两市个股十分活跃，有60
家个股涨停，仅2家个股跌停，其中工商银行涨
1.6%，盘中股价6.33元创近10年新高；贵州茅台
股价以527.77元的收盘价再创新高。

北京博星投顾认为， 今天大盘早盘成交
量远超节前，量能明显放大是一个好的现象，
说明场外资金开始进场， 但下午成交量略显
不足，本周仍然需要补量。

巨丰投顾认为，节前市场连续调整，沪指基
本回补8月28日跳空缺口，为后市上行扫清了隐
患。按照A股的规律，极致缩量之后，往往有强反
弹，投资者可以借助盘中调整，重点关注有业绩
支撑的低价小盘股和回调到位的大蓝筹。

也有专家提出，今日高开留下的大缺口，
或是后期市场上涨过程中一个不确定因素，
缺口之争或将成为接下来几个交易日最大的
看点。

A股10月“开门红”
两市高开低走，缺口之争或将成为接下来几个交易日最大看点

多只湘股停牌购买资产
新五丰收购天心种业82.83%股权

创新举措 完善政策 改善环境 加强保障

湖南积极推进招商引资

我省出台生态文明建设
目标评价考核办法

考核结果作为各市、州党政领导班子奖惩任免重要依据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通讯员 寇冠乔
黄泽玺 记者 邓晶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今
日发布，为期8天的国庆、中秋黄金周期间，
黄花机场航班正点率达89.2%； 旅客吞吐量
达58.9万人次，同比增长15.4%，再创新高。

黄花机场介绍，黄金周前后，旅客出行
高峰出现在9月29日、9月30日、10月1日、10
月7日和8日，高峰期平均每天进出港旅客超
过7.4万人次。国内主要流向为北京、海口、
三亚、重庆、上海、深圳、昆明、成都、厦门、香

港等地； 国际主要流向为曼谷、 吉隆坡、芽
庄、清迈等东南亚地区。

节假期间，机场各部门强化联动、密切
配合，适时增开安检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
待时间，增加流动问询人员，做好旅客咨询、
服务及引导等工作。同时，严格进行安全检
查， 加大航站楼内外及出口的巡逻频次，坚
守空防安全“零”容忍。候机大厅内外秩序井
然，旅客出行顺畅。

黄花机场客运量创新高
长沙旅客国庆、中秋假期主要往南飞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甘丽莎 张韬）国庆、中秋长假长沙高
铁、普铁出行旅客数分别创历史新高。长沙

火车站、长沙南站今日分别发布，节假期间，
长沙火车站日均发送旅客7.96万人次，同比
增长16.87%；湖南18个高铁站累计发送旅客

191.67万人次，同比增长7%，其中长沙南站
日均发送旅客22万人次。

铁路部门提醒， 为确保安全和秩序，10
月9日至31日开往北京和经停北京的高铁、
普铁列车， 旅客进站实行二次验证和安检，
请旅客预留充足时间，提前1小时至2小时到
站候乘。建议短途外出的旅客尽量避免乘坐
开往北京的列车。

18个高铁站发送旅客超191万人次
即日起至10月31日期间，往北京列车实行二次验证和安检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
讯员 朱勤 刘震） 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
湖南省分行获悉， 该行以教育扶贫助力打赢
脱贫攻坚战， 今年在全省共受理生源地助学
贷款6.97亿元、贷款人数8.7万人，较2016年
分别同比增长8.4%、6.8%， 贷款金额和人数
均创历史新高。根据最新进展，生源地助学贷
款预计11月发放到位。

为简化助学贷款受理流程， 方便学生
申请， 国开行湖南省分行今年按照国开行
总行统一部署，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率先启动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电子化合同
试点， 并于7月25日在凤凰县完成全省首
笔电子化合同受理。目前，全省电子化合同

已受理9750笔、金额9093万元，大大提高
了效率。同时，该行进一步加强助学贷款政
策宣介力度，与省教育厅联合录制“教育精
准扶贫、学生资助先行”电视访谈节目，前
往高校广泛开展了“金融知识进校园”诚信
主题巡讲。

国开行湖南省分行于2007年启动助学
贷款业务。截至目前，该行累计已发放助学贷
款29.39亿元， 惠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45.09
万人次，业务量在全省占比超过95%。其中，
发放高校助学贷款7.55亿元， 资助87所省属
普通高校的困难学生共14.08万人次；发放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21.84亿元， 惠及124个县
（市、区）的困难学生共31.01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