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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26日讯（记者 彭雅惠）
为保证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科学准确的统
计信息支持，《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
经济普查每5年进行一次，国务院决定于
2018年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今天，
省统计局发布通知， 湖南省第四次全国
经济普查标准时点为2018年12月31日，
普查时期资料为2018年年度资料。

根据通知， 本次普查的主要目的是
全面调查全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

展规模、布局和效益，了解产业组织、产
业结构、产业技术、产业形态的现状以及
各生产要素的构成， 摸清我省全部法人
单位资产负债状况和新兴产业发展情
况， 进一步查实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和
主要产品产量、服务活动，全面准确反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新动能培育壮大等
方面的新进展。

普查对象是在我省境内从事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 产业活

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普查主要内容包括普查对象的基本情

况、人员工资、财务状况、生产经营和服务
活动等。

据介绍， 第四次经济普查是一项重大
的国情国力调查， 省政府将成立湖南省第
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 负责普查组
织和实施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 通知
要求，各市(州)、各县(市、区)设立相应的普
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认真组织好本地

的普查实施工作， 及时采取措施解决普查
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为了确保数据质量， 我省将建立健全
普查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机制， 实施严重
统计失信企业公示和联合惩戒制度， 推动
统计、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和单位对企
业的信用状况实行互认。

省统计局表示， 普查取得的单位和个
人资料，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不作为任
何单位对普查对象实施处罚的依据。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春风和煦，万木芳华。
3月20日， 记者来到位于长沙市望

城区铜官循环经济工业园的中国五矿国
家新能源材料产业基地（以下简称“五矿
铜官基地”），建设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数十台起重机、 挖掘机不停运转，20余
辆工程运输车来回穿梭， 近千名工人加
紧施工， 一个总面积近17万平方米的新
能源材料产业基地呼之欲出。

“项目建设速度，比预期的更快。”五
矿铜官基地总指挥长肖可颂介绍， 原计
划13个月建成投产，有望提前3个月。

2017年5月， 该项目与望城区铜官循
环经济工业园（以下简称“铜官园区”）签
约，10月动工兴建。项目总投资110亿元，全
部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将超过200亿元，税
收达10亿元以上， 带动上下游产业协调发
展，将成为长沙新能源材料产业的龙头。

极致服务， 让项目进得来、
留得住、发展好

铜官园区地处湘江东岸， 属于湘江新
区重点建设的铜丁片区工业集中发展区。

作为新成立的园区，如何后发赶超？
“发挥园区比较优势，针对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需求，以新材料、生物医药为主导，
现代物流为支撑，循环经济为特色，走差
异化发展之路。”铜官园区党工委书记郑
以仁如此表述园区定位。

在湖南已有大量投资的央企———中
国五矿集团决定在湘进一步做大做强做
优新能源材料产业。

五矿集团旗下金驰能源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驰能源”），专业从事新
型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 镍氢电
池用正极材料的研发与生产， 综合实力
在同行业全球排名第三，国内排名第一。

2012年，金驰能源在省内筛选项目
地址。多地闻风而动，给出了非常优惠的
条件。

金驰能源， 自然也被将新材料作为
支柱产业培育的铜官园区列为重点引进
对象。

“铜官园区发展起步之初，配套硬件
缺乏。” 铜官园区管委会副主任虢军坦
言，那时招商引资，没有硬件本钱，只能

比拼服务。
金驰能源最终选择了铜官园区。
2017年10月，金驰能源车用锂电正

极材料产业化及环保技改项目在铜官园
区开建， 五矿国家新能源材料产业基地
建设由此全面启动。

“和铜官园区打交道，如沐春风。”金
驰能源工程部副部长肖鹏程介绍， 园区
服务特别贴心， 为项目建设开辟绿色通
道，全程代办手续、申请补贴、帮扶员工
等，都包了下来。项目建设启动之初，施
工用水、用电、工棚搭建等都面临困难，
铜官园区及时一一协调解决， 免去了企
业后顾之忧。

“必须将服务做到极致！”望城区委
书记孔玉成要求园区对企业做到“不叫
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

铜官园区专门成立了重点产业项目
建设突破领导小组，形成了“一个项目、
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名专人、一抓到
底”的工作机制，协同解决项目建设过程
中存在的困难。

3月20日， 前往五矿基地调研的中
国五矿党组成员、 副总经理张兆祥在接

受湖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铜官园区的
营商环境让人放心， 五矿集团对项目进一
步发展充满信心。

融入链条，争当新能源材料产
业领跑者

近年，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快速增
长，带动了整个上下游产业迅速发展，特别
是拉动了动力电池需求量不断攀升。

目前， 动力电池占新能源汽车制造成
本大约30%至40%。 新能源汽车要具有性
价比优势，必须降低动力电池成本。

而在动力电池构成成本当中， 正极材
料的成本超过40%。 如何降低正极材料成
本，成为降低新能源汽车制造成本的关键。

五矿铜官基地项目， 正是循着这样的
战略发展方向而来。

该项目一期投资30亿元，将建设年产
2万吨车用锂电正极材料、1万吨三元前驱
体。计划于2018年四季度投产，建成达产
后预计年产值80亿元，年税收过4亿元。

二期投资80亿元， 建设年产8万吨车
用锂电正极材料。计划于2021年四季度投
产，建成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20亿元，年税

收6亿元。
项目采用自主知识产权的前驱体合成

技术、高温固相法生产正极材料技术，并采
用智能化、 设备大型化及工艺废水“零排
放”设计。

该项目建成后， 将成为动力电池行业
智能化工厂的标杆，推动湖南乃至全国车用
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生产技术大提升。其产品
品质和价格， 在市场上具有明显竞争优势，
将重塑全球新能源材料产业的市场格局。

“项目建成后，五矿铜官基地将成为国内
技术水平最先进、 产能规模最大的新能源材
料产业基地。在新能源关键材料与器件领域，
其技术先进性与市场份额进入全球前三。”中
国五矿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张兆祥表示。

据介绍， 五矿集团旗下长沙矿冶研究
院还计划与长沙市政府合作， 共建新能源
材料双创示范基地， 建设新能源材料技术
研究院、五矿新能源材料双创园等项目。

打造国际领先的新能源材料产业基
地，形成贯通上下游的“新动力板块”，正是
五矿集团新材料事业发展战略布局的关键
一环， 也将加速推动长沙成为全球新能源
材料创新之都。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日前，上市险企正在陆续披露2017年年报。根据
新华保险和中国平安披露的信息，寿险公司调整业务
结构， 推进转型发展已经成为保险业核心战略，“红
利”持续释放。

2017年， 中国平安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890.88亿元， 同比强劲增长42.8%； 新华保险则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83亿元 ， 同比增长
8.9%。

2017年以来，保险监管高压之下业务正在转型中
回归保障，保费规模出现“瘦身”。数据显示，寿险公司
的转型发展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银保业务整体保费
明显下降。

以新华保险为例，去年该公司十年期及以上期交
业务已成为新单业务的主要来源，占首年期交的比例
达到66%。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其在湖南的总保费
规模42.32亿元，同比下降3.37%，市场占比5.53%，在
寿险市场排名第6。

保监会下发的相关通知规定，自去年10月1日起，
“分红年金/两全保险＋万能账户”产品形态并能即期
返还的年金险、养老险等产品不再销售。“过去投保两
全保险、年金保险从首年就可返还，新规实施后，这些
产品已直接下架。”省内多家保险公司相关人士表示。

湖南省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张在新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前几年部分寿险公司主打短期理财型保险
产品，银保产品占比大，快速做大了保费规模，但可持
续发展面临极大的压力，退保、集中兑付等风险明显
上升。当前，无论是出于监管政策的要求，还是行业自
身发展的需要，保险公司都必须坚持“保险姓保”，回
归本源。

记者采访获悉，平安、新华、泰康、太平洋人寿等
险企的转型起步较早，当前已见成效，企业开始享受
转型发展带来的长期效益。

我省将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普查标准时点为2018年12月31日，普查时期资料为2018年年度资料

调查第二、三产业发展情况，实施严重统计失信企业公示和联合惩戒制度

五矿铜官基地：打造长沙新能源材料产业龙头
产业项目涌三湘

� � � �总投资110亿元、预计年产值超过200亿元的中国五矿国家新能源材料产业基地，
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项目一期和二期计划分别于2018年和2021年投产———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张鸿海
廖平若）湘北将新增一条东西快速通道。平益高速公路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今日发布， 平益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近日
已获省发改委立项批复， 平江至益阳将建设一条全长约
177.92公里的高速公路。

根据批复， 平益高速公路的项目投资人由省交通运
输厅公开招标确定为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组
成的联合体， 项目法人单位为上述联合体组建的湖南省
平益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228.67亿元。

平益高速起于湘赣两省交界处的平江县石牛寨镇，
途经平江县、汨罗市、湘阴县，在益阳赫山区与正在建设
的长益高速复线相接。

平益高速公路建成后， 将成为湘北地区东西大通道
中的一段，与京港澳高速、杭瑞高速、益常高速形成闭环，
有望极大缓解长益高速交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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