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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26日讯（记者 陈淦璋）省住
建厅、省财政厅、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近日
发布《湖南省住房公积金2017年年度报告》。
报告称：2017年，全省405.48万职工缴存公积
金530.46亿元，缴存额比上年增长15.72%；提
取公积金314.49亿元，比上年增长18.39%；发
放个人住房贷款11.59万笔、377.1亿元， 分别
比上年增长0.17%、6.52%。

公积金缴存稳步增长。2017年，全省实缴
单位60581家，净增178家；实缴职工405.48万
人，净增30.26万人；缴存额530.46亿元，同比

增长15.72%。
随着公积金提取政策的不断优化，有利于

更好体现住房保障作用和以人为本的服务宗
旨。2017年， 全省107.99万名缴存职工提取公
积金314.49亿元。 其中， 住房消费提取占
74.12%（含购买、建造、翻建、大修、租房等），非
住房消费提取占25.88%（含离休和退休提取、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
取、户口迁出所在市或出境定居提取等）。

贷款方面，2017年全省公积金支持职工购
建房1414.11万平方米。 而职工贷款笔数中，购

房建筑面积90（含）平方米以下占14.03%，90至
144（含） 平方米占73.48%，144平方米以上占
12.49%。 至年末， 公积金在个贷市场占有率为
14.43%，比上年同期减少9.94个百分点。

随着商业银行个贷利率普遍上浮， 公积
金个贷的低利率优势更加凸显。2017年，公积
金5年期及以下贷款年利率为2.75%，5年期以
上贷款年利率为3.25%，分别比商业银行贷款
基准利率低2个百分点和1.65个百分点。2017
年数据显示，通过申请公积金个贷，可节约职
工购房利息支出63.25亿元。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陈昊 通
讯员 黄鹏程）记者今天从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经信委获悉，今年一季度，自治州工
业投资同比增长106.3%，工业技改投资同
比增长234.5%，增速均居全省第一，工业
投资呈现多点支撑、后劲增强的发展格局。

自治州经信委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
以来，自治州贯彻“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
要求，实施“1112”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 坚持以项目建设论英雄， 重点加快食
品、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优
势产业发展， 为推动自治州工业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项目支撑。

其中，泸溪高新区重点工业项目形成

“开工一批、续建一批、竣工一批”的良好
发展态势， 推动工业经济保持中高速增
长、产业向中高端迈进。百亿铝业有限责
任公司投资2.3亿元的5万吨铝型材项目、
金昊公司3000吨/年新型功能性金属粉
体材料项目、湖南泰和美新能源公司总投
资10亿元的锂电池项目等开工或加快推
进建设，为该县工业经济发展注入更强的
活力。

在湘西经开区， 锐阳电子触摸屏生产
线、方彦电子半导体耗材生产线、朗迈物联
互联网智能家居项目等一批电子信息产业
项目加速推进， 带动自治州电子信息产业
增长25%以上，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金慧 王晗）随
着挖掘机轰鸣声响起，又一批发展快、潜力
大、 来势好的重大项目在宁乡经开区蓝月
谷起航了！ 昨日上午， 宁乡经开区合纵科
技、力天新材、华胤净水剂、一大早乳业、英
氏婴童食品、南亚铝膜、松井新材三期等7
个重点产业项目集中开工。 这也是湖南湘
江新区“产业项目建设年奋进春之声”系列
活动之一。

据了解， 此次集中开工的7大项目总
投资100亿元， 项目涵盖新材料、 食品饮
料等多个产业领域。合纵科技电池级铁锂
材料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30亿元，规划用
地300亩， 分两期进行建设， 主要生产磷

酸铁锂材料，其中氢氧化亚钴的自主研发
将填补国内市场空白。南亚铝膜项目总投
资30亿元，将新建多条从模具到挤压直至
表面处理的进口自动化生产线，可在最短
的生产周期内为客户提供一流的铝合金
模板系列产品。英氏婴童食品项目总投资
10亿元，将建设婴幼儿食品用品生产基地
和乳业生产基地，建成投产后年产能将达
到35万吨。

目前，宁乡经开区已有中伟新能源、楚
天智能医疗装备、格力智能装备、湖粮集团
等4个项目列入省100个重点产业项目；49
个项目列入长沙市重大项目， 预计全年可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2亿元。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李夏涛 蒋秀
德 雷鸿涛）“以前我们公司办理出口退
税预申报，最多一次跑了5个来回。现在
国税局干部深入企业开展‘跟单服务’，
建议我们运用网上报送、 预先审核方
式，跑一次就可以办好。”4月24日，谈起
怀化市国税局开展的“跟单服务”，湖南
阿西苗苗实业有限公司办税员尤女士
竖起大拇指称赞。

今年来， 怀化市国税局进一步优化

税收营商环境，抓好“放管服”改革措施落
地。推出干部下基层“跟单服务”，使机关
干部主动“沉下去”，调动了机关干部服务
基层、服务纳税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跟单服务”中，怀化市国税局选派
业务骨干和青年志愿者到办税大厅，以
“人员跟单，全程服务”方式，了解纳税
人办税“难点”“堵点”“痛点”，现场陪同
纳税人全程办理， 及时帮助解决问题，
受到普遍好评。

同比增长106.3%
自治州首季工业投资增速领跑全省

宁乡经开区7大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100亿元

《湖南省住房公积金2017年年度报告》发布

公积金个贷低利率优势凸显
去年发放个贷377.1亿元，可节约职工购房利息支出63.25亿元

怀化国税推出“跟单服务”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陈淦璋 ）今
天，长沙地铁2018年度“星地铁·心服务”主题
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长沙地铁除
首发一日票、三日票之外，还宣布增加上线列
车、进一步缩短候车时间。

长沙地铁首版一日票、三日票卡面设计以
“印象长沙”为主题，包含橘子洲毛泽东头像、
天心阁、爱晚亭等历史文化元素。其中，一日票
定价15元、 三日票定价40元， 首次刷卡激活
后，可分别在24小时和72小时内不限次数里程
乘坐长沙地铁，将极大方便外地来长游客或需
在一日内、三日内多次搭乘地铁的乘客。即日
起，乘客可前往地铁1号线开福区政府站，以及
地铁2号线的长沙火车南站、长沙火车站、五一
广场站、橘子洲站、望城坡站客服中心购买。

今天，长沙地铁宣布增加上线列车，进一
步缩短乘客候车等待时间。本次提速后，地铁1
号线的最短行车间隔压缩至5分58秒，地铁2号
线的最短行车间隔压缩至4分11秒。

据悉，长沙地铁今年“星地铁·心服务”主题
活动呼应乘客需求，后续还将推行一系列便民措
施和创意互动活动，包括“互联网+”售检票系统、
“地铁+公交”微循环、深入开展“厕所革命”等。

长沙地铁首发一日票、三日票
可在有效期内不限次数里程乘坐，方便外地来长游客

4月26日上午， 长沙地铁2号线橘子洲站， 工作人员展示新推出的一日票、 三日票。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2018“节博会”将于6月在郴州举行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

员 谭小华）4月26日，郴州市在长沙举行新闻
发布会，由省发改委、省经信委和郴州市政府
共同主办， 深圳市节博会展览有限公司承办
的2018湖南（郴州）节能减排和新能源产业博
览会，将于6月10日至12日在郴州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

据介绍，2018湖南（郴州）节能减排和

新能源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节博会”），
其前身为中国国际节能减排产业博览会。
自2010年起，“节博会”在深圳已成功举办8
届，每届都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家知
名企业参展， 约2万名海内外专业买家参
会、采购。

在郴州举办的这届“节博会”，以“节能减
排，创建新商机”为主题，展馆面积达10万平

方米， 分节能设备与技术及节能服务解决方
案、装配式建筑及绿色建材、风能及新能源综
合利用、新能源汽车和电池、绿色生活主题、
省市项目和成果示范6大展区。 节会期间，将
举办2018年湖南省节能宣传周、 低碳日主题
活动，召开中国节能减排大会及中国（湖南）
新能源汽车高峰会议等。目前，这届“节博会”
已签约国内外展商90余家。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张韬韬 周宣珊) 高铁长沙南站今
日发布，“五一”假期铁路运输期间（28日至
5月1日)，预计全省18个高铁站发送旅客突
破90万人次。届时高铁长沙南站将增开去
往邵阳、广州等方向的高铁列车19趟。

车站预计，全省高铁客流高峰将于28

日下午至29日上午呈现，返程高峰集中于
5月1日，预计长沙南站共发送旅客56万人
次。

另据广铁集团长沙车务段介绍，“五
一”期间，岳阳、常德火车站将增开11趟前
往长沙、衡阳、广州、深圳等地的临客列车，
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五一”假期铁路运输期间
全省高铁站预计发送旅客破90万人次
长沙南站将增开去往邵阳、广州等方向高铁列车19趟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周月桂）
位于阿联酋阿治曼自由区的中国城里，从
灯饰电器、家居建材到服饰箱包，九成都是
中国商品，来自湖南的瓷器、黑茶等受到当
地消费者的欢迎。投建这座中国城的，是湘
企博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眼下，中国城二
期正在筹建。 阿联酋阿治曼工商部项目推
介会今天在长沙举行，吸引了远大住工、三
一重工、中联重科等近40家企业参加。

阿治曼是阿联酋７个酋长国之一，近年
来，湖南与阿治曼经贸往来频繁，去年4月在
阿治曼酋长国签署了《中国湖南省商务厅与
阿联酋阿治曼工商部经济、贸易与技术合作
协议》。此次访湘，阿治曼希望进行建筑与房
地产开发领域的合作，并欢迎湘企参加今年

10月在阿治曼举行的未来建筑展。省商务厅
表示， 湖南将加强与中东地区的经贸合作，
通过阿治曼中国城的示范和带动效应，推动
更多湘企“走出去”。

阿治曼中国城已成为当地最大综合
购物中心， 也是阿联酋唯一由中方自主
管理的商贸交易平台， 年营业额20亿美
元。 据省商务厅中东商务代表处首席代
表、中国城总经理罗峰介绍，二期项目将
新增总用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预计总投
资4.77亿美元。 规划建设中国国产品牌
汽车物流园、湖南工程机械装备展示园、
中华美食文化街区、中医医技保健医院、
中阿汉语学校、酒店公寓等，年营业额达
80亿美元以上。

阿联酋阿治曼酋长国工商部访湘
阿治曼中国城二期将开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