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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李曼斯 王伦
飞）12月16日，第十七届全国县域经济基
本竞争力前100名县市榜单出炉。宁乡市
再次展现强劲势头， 在本届排名中上升
至第31位， 比2008年首次迈进百强、排
名第97位，上升了66个名次。宁乡市这一
跨越离不开“兴工强市”的发展战略，项
目建设成为了推动该市经济发展的“主
动力”。

“只有企业强才有工业强、经济强、
实力强。”2016年8月17日，宁乡第十二次
党代会提出打造“西线工业走廊” 的目

标。围绕总量更大、企业更强、园区更专、
产业更优、政策更实、走廊更美的目标，
宁乡掀起了抓园区发展、 抓工业项目的
新热潮。

一年多来，“西线工业走廊” 纵深推
进，好项目、大项目争相落地。沃特玛新
能源项目签约当天即启动建设， 实现90
天竣工、100天投产， 日产动力电池电芯
60万支；年产值超100亿元、总投资50亿
元的中伟新能源产业园，是“西线工业走
廊”签约引进购地自建落地最快项目；楚
天科技斥资11亿元并购德国名企诺玛科

集团，启动智能医疗产业园二期，建设全
球首屈一指的全智能化机器人工厂……

宁乡于2016年9月正式组建招商引
资服务中心，并将2017年定为“招商突破
年”，实施全民招商、精准招商。一年多
来， 宁乡市组织外出招商160余批次，举
办大型招商活动22次， 签约项目220个，
合同引资超1000亿元。“选择在宁乡
扎根， 正是因为感受到了宁乡招商
服务中心贴心的服务。” 自9月13日
开始接洽到成功签约， 美好建设长
沙城市公司仅仅17天便敲定落户宁

乡经开区。
招商项目集中释放牵引力。 截至12

月中旬，宁乡实施投资1000万元以上项
目560个， 其中投资达50亿元以上的12
个 ,完成投资875亿元，同比增长12.4%。
宁乡新引进工业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
预计每年可增加工业产值1200亿元。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记者 徐荣
通讯员 刘澜)“我们社区新的办公服务
用房真漂亮，文化氛围也很浓厚，看着
很舒服！”12月16日一早， 来湘潭高新
区摇钱社区办理业务的居民小刘对社
区新的办公场所赞不绝口。

随着今年12月初摇钱社区完成新
阵地建设，湘潭高新区3个基层阵地示
范点建设全部完成。

为确保高质量推进基层服务阵地提
质改造建设， 湘潭高新区成立专门的领

导小组，构建了区级统筹、街道负责、部
门配合、 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和工作格
局。同时，区工委会多次专题研究基层阵
地建设的重点、难点问题，审定《湘潭高
新区基层服务阵地提质改造实施方案》。

去年， 湘潭高新区累计投入486万
元， 改造了7个村、5个社区活动场所，重
点打造了桥湾社区、华金社区、法华村、
农联村等6个规范化建设示范点，超额完
成基层阵地建设提质改造任务， 成为推
进基层党建“连心惠民” 工程的一大亮

点。今年，该区又投入350万元，如期完成
了3个示范点建设。摇钱社区精心打造了
环境舒适、配套完善的“创业咖吧”；象形
社区设立了志愿服务工作驿站， 布置了
党建风采长廊，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云和村按照功能齐全、便民惠民、氛围浓
厚的目标一步建设到位。

湘潭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后将不断规范阵地建设， 加强后续管
理，开展多元化服务和活动，实现基层
阵地服务能力的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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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徐德荣 唐曦
唐笑）日前，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
星谷、创客谷、科创谷等3个创新创业社
区项目规划出炉， 项目总占地12万余平
方米，集智能创业社区研发、孵化和大数
据、云计算等功能于一体，将分别建成智
造创业社区、体育文化创业社区、互联网
创业社区。

近年来，衡阳高新区全面推进“双创”
平台建设， 积极出台创新驱动保障措施，

不断优化科技产业投融资环境，让高新技
术产业活力迸发。该区先后建成科技创新
基地、虚拟大学城、留学人员创业园、国家
高新区人才实训基地、 大学生创业园、大
学科技园等创新型科技企业孵化器，积极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同时，设立高新
创投基金、天使基金、产业引导扶持资金
等，吸纳社会资本加入“双创”。

在提质“双创”平台与服务的同时，
衡阳高新区注重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

养。探索建立了“企业提需求+高校出编
制+政府给支持”联合引才机制，建立了
一批省级引智示范基地， 设立了新型人
才服务中心，并实施“瞪羚企业计划”，对
重点人才（团队）项目进行培养和综合资
助。还鼓励园区企业“走出去”，与知名高
新园区、产业集群以及跨国公司合作，整
合各种资源，发挥“溢出效应”，增强创新
能力。

目前， 衡阳高新区已聚集产学研合

作平台、科研平台、培训平台、创业平台
近100个， 并拥有4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3个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5个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1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2个院士工作站、1个国家级孵化
器。今年1至10月，该区申请专利515件，
获授权专利171件，新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135家，高新技术产业收入占工业销售收
入90%以上，有力促进了园区高质量、可
持续发展。

“媒体+电商+园区”共扶贫
汝城5000余户贫困户受益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 （记者 白培生 颜石敦 通讯员
林航竹）“我家养了1800只土鸡，由电商企业负责收购，不愁
销路。”12月13日， 汝城县南洞乡西边山村村民汤昌培告诉
记者，今年他家收入可达6万元，远超脱贫线。

汝城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罗霄山片区连片扶
贫开发县。近年来，该县大力推进社会扶贫平台建设，县设
服务中心、乡镇设站、村设点。同时，推行“媒体+电商+贫困
户”扶贫模式。今年，县里媒体与深圳电视台联合打造地方
特色扶贫频道和区域特色品牌孵化基地， 建成了一个媒体
联合、电商进村开展精准扶贫的示范园区。目前，该园区已
入驻电商7家、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11家。

汝城县还发挥湘粤赣边界商贸物流园农副产品集散、
商贸物流中转等优势， 引进正品中国、 全民易购等电商企
业、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电商实体店、商务互
通站，为农户提供农产品销售服务。引导电商和贫困户，在
中国社会扶贫网“扶贫商城”开设网店，专卖、义卖贫困户农
产品、手工艺品。

今年来，汝城通过电商平台，已帮助5000余户贫困户销
售农副产品8000多万元。

动动手指,芙蓉区楼宇信息全掌握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欧阳倩 贺志平）16日上午，长沙市

芙蓉区楼宇经济(商贸)信息平台正式发布。人们只需动动手指，
就能获悉芙蓉区所有商务楼宇基本情况，实时掌握招商信息。

在芙蓉区楼宇经济(商贸)信息平台上，展示着辖区内所有
商务楼宇的全景图片。有购买或租赁需求的企业，可以根据楼
宇的地理位置、运营情况、所需面积大小、价格区间等筛选符合
企业需求的商务楼。每个楼宇每一层的使用情况，在平台上一
览无余。除此之外，平台还具有地块招商、园区招商、服务管理、
政务资讯、互动交流等功能，让企业不出门即可办事。

据介绍，芙蓉区坚持“三产立区”，大力发展现代服务
业，向空中夺取空间，打造出一栋栋被称为“立起来的开发
区”的商务楼宇。该区现有各类商务楼宇220栋，总建筑面积
达776.4万平方米， 入驻其中的市场运营主体超过6000家。
今年前3个季度，该区共完成楼宇招商面积约17.1万平方米，
引进楼宇企业507家。

项目引领跨越发展
宁乡实施“兴工强市”战略打造“西线工业走廊”

“双创”平台激发活力
衡阳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收入占工业销售收入九成以上

冬日“舞曲”
12月17日，湖南烈士公园，市民用掉落的银杏黄叶和茶花花瓣摆出跳舞的图案，别有一番暖阳下的冬日趣味。省气象台

预计，我省晴好天气将持续一周左右，早晚寒意浓注意保暖。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湘潭高新区提质改造基层服务阵地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记者 张福
芳 通讯员 陈卫中）近日，从国家工商
总局传来喜讯， 湖南省农友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的“农友”商标被认定为中国
驰名商标。至此，双峰县中国驰名商标
增至3件。

近年来， 双峰县积极实施“质量
强县、品牌兴县”战略，相继出台《关

于支持工业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双峰县质量强县“十三五”战略实施
方案》等文件，在产业、环境、科技、金
融、财税、人才培养等方面，出台推动
质量和品牌工作的相关配套政策措
施，明确了对名牌产品、驰名（著名）
商标、各级政府质量奖、地理标志产
品（商标）等的奖励政策，奖励资金纳

入财政预算。
在一系列举措助推下， 双峰县质

量和品牌效应不断彰显， 仅2017年就
新获批省著名商标12件，有3家企业的
产品获评省名牌产品，2家企业获评省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永丰辣酱”
入选第三批“湖南老字号”，双峰“溪
砚”获批国家地理证明商标。

双峰推进质量强县品牌兴县
今年新增省著名商标12件、省名牌产品3个

石门加强涉税风险管理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朱涌 向波）12月11日，石门县地税
部门通过实地核查等手段， 发现该县一个
矽砂矿存在少缴税情况， 于是责令其在规
定期限内足额补缴了个人所得税70.91万
元及滞纳金2.97万元。 这是石门县地税局
加强涉税风险管理的一个例子。

今年来， 石门县地税局全面加强涉税
风险管理，将所有权责划分为网格，将责任
层层传导。下发税收风险防控手册，开展风
险防范讲座，定期召开推进会，加强对任务
分配、应对、录入反馈等各环节跟踪管理，
定期抽查和通报， 全面增强全县地税部门
工作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今年前三季度，
该局共计查补税款173.6万元。

金霞新增两条“定制”公交线路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李双妍）12日上午10时， 随着汽车
喇叭欢快的“滴滴”声，新增的36路公共汽
车和265路公共汽车载着第一批乘客出发
了。长沙金霞经开区“惠民兴业 开启幸福”
金霞直达、穿梭公交开通仪式当天举行。

近两年来，金霞经开区开通了夜间线、
238路、29路等3条公交线路，目前园区内运
行公交线路达17条。 为满足产业工人和市
民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 园区此次根据实
际需要定制了2条巴士线路，即36路金霞直
达（沙河大桥———开福区政府）、265路穿梭
公交（金霞经开区环线），惠及城北群众超
过20万人， 进一步缓解园区日益加剧的公
共交通压力，受到周边群众的一致点赞。

南县颁发首批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记者 杨军 徐荣

通讯员 王强)“这次拿了证， 我家5亩地今后
可以放心流转啦!” 12月12日，南县举行首批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发仪式，该县明山
头镇创业村村民詹双喜拿到证后高兴地说。

据了解，2015年被纳入全省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整体推进县
后，南县召开专题会议，学习其他地方的先
进做法，并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加快推进相
关工作。目前，全县12个乡镇133个行政村
全面完成了77.5万亩承包耕地的空间位置
确认、指界、面积测算、承包信息录入、公示
纠错等工作， 获得了12万余户农户签字认
可，确权比例达98.6%。

新闻集装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2月 17日

第 2017344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694 1040 7217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784 173 135632

6 8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2月17日 第2017148期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4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55862807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8
二等奖 27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272562
9 10449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210
102446
1843078
9046257

76
3647
72563
337723

3000
200
10
5

1207 14 29 3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