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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 （记者
彭雅惠） 临近年底， 我省消费潜力
加快释放。 今天， 省统计局发布数
据， 11月份， 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1427.97亿元， 同比增长
10.6%， 消费增速连续5个月加快。

各类商品中， 居住类商品消费
增长最快， 11月零售额同比增长
19%， 其中，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零
售额增速高达25.5%。

石油及制品类商品零售在经历7
月、 8月的消费低潮后， 重回快速增

长通道 ， 11月零售额同比增长
12.3% ， 比上年同期高 1.3个百分
点。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本生
活类商品、 交通电器设备类商品消
费放缓趋势明显。 基本生活类商品

零售额增速从年初的15.3%降至11
月5.1%； 交通电器设备类商品11月
零售额增速比上年同期下滑了8.1个
百分点， 其中， 汽车类零售额同比
增长8.1%， 增速比上年同期降低了
7个百分点。

� � �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 （通讯员
孙迟 记者 周月桂 ） 据海关统计，
2017年1至11月， 湖南省出口手机
23.9亿元人民币， 比去年同期增长
1.3倍。

但手机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
也有不少问题凸显。 长沙海关分析，
目前我省手机出口国际市场开拓能
力不强， 出口地区太过集中， 同时，

手机企业缺乏自主核心技术， 出口
手机大部分是低端产品。

据海关资料， 我省手机出口目
的地主要是香港， 占同期全省手机
出口总额的94.6%， 排名二、 三位
的分别是印度和孟加拉国。 海关分
析， 过度依赖以上市场导致湖南省
手机出口厂商整体抗风险能力较弱。
据了解， 近年来， 印度、 越南等发

展中国家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大力扶
持本国相关产业的发展， 由于这些
国家拥有廉价劳动力， 产业链条配
套设施日趋完善， 手机类电子产品
的订单向这些国家的转移趋势越来
越明显， 正逐步抢占国际手机市场
中原本属于我国的订单份额。

此外， 1至11月湖南省手机出
口虽然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但出

口手机大都是低端系列， 以零件组
装和贴牌销售为主。

海关建议， 手机行业应加大核
心硬件的研发力度， 尽快摆脱对国
外硬件厂商的过度依赖； 牢牢占据
中低端市场， 稳步向高端市场冲击，
将目前国产中低端手机的国外市场
的优势转化为胜势， 通过转变发展
模式逐步冲击高端市场。

� � � � 湖南日报12月 20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李维业 徐莎 ） 长
沙市振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简称
“长沙振望”） 近日在望城区国土资
源局成功摘牌一宗工业用地。 该地
块由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出让， 位
于乌山街道望城大道与望京大道交
叉口东南角， 净面积30亩， 出让年
限20年， 是全省首宗弹性年期工业
用地。

弹性年期是工业用地弹性供应
的方式之一， 即根据工业用地产业
生命周期和企业发展状况， 在土地
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范围内， 实行
差别化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 我省
工业用地在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
限50年的基础上， 新增20年和30年
两种出让年限。

“按照以前工业用地土地使用
权出让年限50年， 此次出让金要
700多万元； 现在出让年限20年，
出让金仅352万元， 大大降低了企
业用地成本。” 望城区国土资源局
总工程师李园红表示。

据了解， 长沙振望将在这一地
块建设电子信息产业标准厂房， 还
要与望城经开区管委会签订 《履约
监管协议》， 就建设时序、 违约责
任等做进一步约定。

� � �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 （陶芳芳
徐拓） 昨天， 长沙平安财富中心奠
基仪式在长沙市天心区举行。 该项
目位于天心区南湖片区C-05地块，
占地面积17.2亩， 总投资约50亿
元， 拟建成平安集团湖南总部基
地， 预计于2021年竣工验收并交
付启用。 届时， 平安集团旗下的财
险、 寿险、 证券、 信托、 科技、 普
惠、 不动产等湖南分公司将陆续入
驻， 进一步推动“长沙外滩” 建
设， 助力天心区金融产业发展。

据了解， 近年来， 天心区以
打造金融强区为指引， 积极融入
省、 市金融产业整体布局。 该区出
台区域性《金融产业发展规划》，明

确沿湘江岸线布局金融外滩集聚
带，大力发展金融产业。 去年，该区
进一步提出在北起五一路、南至南
二环、东到芙蓉大道、西至湘江东
岸的面积15平方公里区域内，打造
底蕴深厚、 产业繁荣的“长沙外
滩”。 傍水生财、聚集发展、政策红
利等一系列有利于金融产业发展
的要素叠加， 吸引了北京银行 、
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等一批
金融机构抢滩入驻。 目前， 天心
区的金融机构已达301家， 金融业
税收占全区税收总量的比重由
2010年的不足 9%提高到今年的
28%， 金融产业成为该区经济增
长的强劲引擎。

金融产业成天心区经济增长
强劲引擎
金融业税收比重由2010年不足9%提高到今年28%

� � � �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黄锦周 宋佳） 前
不久， 浏阳市枨冲镇举行招商恳谈
会， 吸引10余家企业前来投资。
“这也是今年我镇对花炮产业实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的成效与红
利。 向内聚合资源、 向外引进资源
的‘双向强化’ 模式正在我镇落地
发芽。” 枨冲镇党委书记刘刚说。

枨冲镇位于浏阳西区， 全镇有
烟花爆竹企业120家， 被誉为“中
国红炮之乡”， 但散小企业较多，
传统花炮产业转型升级曾是当地面
临的巨大压力。为打破散小格局，凝
聚品牌效应，该镇从2016年开始对
税收、企业规模、安全生产落后的3
类企业进行筛选，把“减法”做实。
12家安全生产条件特别差、无力或
无条件整改的企业淘汰出局，21家
“散、小、乱、差”的落后花炮企业在
政府引导下自愿退出。 通过上门推

介招商， 安徽红旗集团、 橘子洲烟
花、红豆烟花、昌盛烟花等外来资本
纷纷来到枨冲镇， 注资盘活淘汰退
出企业。 晨光烟花、欢乐烟花、大红
马等10余家中小企业组建集团公
司抱团发展，实现了“1+1＞2”的聚
合效果。

“以‘一站式服务’为引领，枨冲
镇亲商富商发展新环境已经形成。”
枨冲镇副镇长、 深改办主任龚娜介
绍，今年以来枨冲镇积极筑巢引凤，
全面完善企业投资“一对一”“一站
式”服务，变“企业跑”为“数据跑”
“政府跑”， 实现企业投资创业行政
审批“最多跑一次”， 营造招商、亲
商、安商、稳商、富商的发展环境。

在政府支持下， 枨冲镇各企业
积极创新，做长花炮生产、经营、物
流、燃放表演、文化创意、贸易产业
链，发挥产业协同和资源互补优势，
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

打破散小格局 做长花炮产业链
“红炮之乡” 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 �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昭云） 邵东县商
务局18日对外发布， 截至11月底，
邵东县今年打火机出口超50亿个，
居全国第一。

邵东县是中国打火机出口基
地， 共有打火机企业112家， 从业
人员7.5万人， 其中， 出口企业14
家， 年生产能力逾115亿个， 一次

性打火机占全球70%的市场份额。
今年1至11月， 邵东县打火机出口
额 完 成 1.6 亿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11.1%。

今年来， 邵东县积极对接“一
带一路” 战略， 扶持引导打火机企
业加大对沿线国家和地区出口量，
产品远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以
中东、 东南亚和东亚为主。

邵东县今年出口打火机超50亿个
已完成出口额1.6亿美元，居全国第一居住类消费增长最快

11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6%

前11月我省手机出口同比增长1.3倍

九成以上销往香港

首宗弹性年期
工业用地成交

长沙振望以352万元摘牌，土
地净面积30亩，使用权20年

放鱼湘江 改善生态
12月20日下午， 湘江长沙市望城区丁白汽渡段， 工作人员将鱼放流到江中。 当天， 长沙市湘江综合枢纽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举行鱼类增殖放流活动， 放流“四大家鱼” 冬片鱼种290万尾、 亲鱼100组， 以改善水域生
态环境， 增殖湘江水生生物资源。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王 摄影报道

� � � �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记者 雷
鸿涛）12月20日， 怀化市委宣传部、
怀化市旅游外事侨务局联合召开新
闻发布会， 面向全国征集包括旅游
宣传口号、旅游标识、旅游歌曲、旅
游吉祥物在内的形象创意。

本次征集活动面向全国， 不限
组织或个人。 征集时间从发布会日
开始，截至2018年2月28日24时。 旅
游宣传口号、旅游标识、旅游歌曲、
旅游吉祥物各设特等奖1个、一等奖
1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3个。

近年来，怀化市委、市政府坚定
不移把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培育成战
略性支柱产业， 以创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为契机， 加快推进生态文
化旅游产业发展。

怀化面向全国公开征集旅游形象创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