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李珈名 2018年10月31日 星期三
要闻 04

!"#$%&'())*+,-./ !"
0 #$ 1( 23456789:;<=>?
@ABCDEF$G% HIJK(LMNOP
QRS8TUVWXYZ[\]^O_`a
Fbcdefgb( hijkFlmn(o
pqrlstuvwx"YZyz{|}\
]~�(& 0 #% 1(��f?@jk(�\
]^O_`aF���ef�bv

���}��Flmn�^O�Q(
�_`Fln�����R������
�������� n��� m¡¢£&
¤v ¥¦§¡L(^O�Q�C̈ ©ªnG
«¬�®¯°«¬±ª²\( 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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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10月16日， 总投资30亿元的广汽
三菱研发中心项目和零部件产业园项
目在长沙开建；同时，广汽三菱发动机
项目正式投产，填补了湖南高端发动机
生产的空白。不久前，京东无人车总部
项目、德国大陆集团中央电子工厂也相
继落户长沙，为我省实体经济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加快落地一批大
项目、好项目，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激活民
间资本活力，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总体呈现
平稳增长态势。

前9月，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0.0%，高于全国投资增速4.6个百分点。

项目建设快马加鞭， 产业
投资动力增强

深秋的伟创力长沙智能制造产业园，
建设生产如火如荼。来自永顺县灵溪镇的
王勇，一个月前从老家来到长沙，通过面
试和岗前培训，成为了伟创力高科技生产
线上的一名装配工。和他一样在伟创力工
厂忙碌的工人已达3500人。

今年7月，世界500强伟创力集团在
中国中部地区布局的第一个生产基
地———伟创力长沙智能制造产业园一
期项目试生产，“长沙造”首批智能手机
亮相。该项目总投资50亿元，全面投产
后可吸纳就业人员1.5万人，形成一条完
整的手机智能终端产业链，助推长沙打
造一个新的千亿产业集群。

这是今年我省“产业项目建设年”活
动开展以来， 各地快马加鞭建设项目，产
业投资动力增强的一个缩影。

省产业项目建设年联席会议办公室
介绍，前三季度，全省111个重大产业建设
项目完成投资642.95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69.67%；110个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完成投
资104.4亿元， 占年度计划的59.67%；110
个重大产品创新项目完成投资72.4亿元，
占年度计划的64.54%。

目前，哈工大机器人装备制造等项目
已部分量产；雄风稀贵金属回收项目已竣
工；彩虹特种玻璃制造项目提前实现部分
点火投产； 株硬集团硬质合金棒型材、国
信军创A型产品、 邵阳三一湖汽环保自卸
车、涟钢起重泵送装备用超高强度钢等一

批新产品投放市场。
以高技术为主的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表明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前三季度，全
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4.4%，增
速比全部投资快14.4个百分点, 拉动全部
投资增长1.6个百分点，总量占全部投资的
比重为7.3%。

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四季度，
我省将继续紧紧围绕实体经济，加强重大
产业项目储备，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紧密
对接20条新兴优势产业链，梳理出一批能
够支撑明年增长的大项目、好项目，为我
省产业结构加速迈向中高端提供有力支
撑。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民间
投资高位增长

“签约后，高新区马上为我们提供标
准厂房、员工宿舍，我们几乎是‘拎包入
住’。”今年6月4日，江华风采光电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飞在该公司试投产当天，如此
感慨。

江华风采光电项目预计投产后可实
现年营业收入1亿元。 而该项目从签约到
试投产，仅用了1个月时间。

这是我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喜人结果。 今年来，
为企业提供高效优质的“保姆式”服务，已
成为湖南各地招商引资的“标配”，为更多
企业来湘兴业、扎根湖南吃了“定心丸”。

去年下半年以来，全省各地积极推动
落实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的一系列政
策措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带动了民营
投资的高位增长。前三季度，全省民间投
资同比增长23.9%， 增速高于全部投资
13.9个百分点， 比去年同期提高10.6个百
分点。

今年，我省集中向民间资本推介一批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前期工作具备一定基
础、投资回报机制明确的项目，释放出强
烈信号：我省将继续加大力度推进民间投
资增长。

今年5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知名民营
企业携手湖南助推中部崛起大会上，350
多家全国民营企业积极来湘投资，共签署
75个投资项目，投资总额1198.36亿元。其
中，京东、丰益国际、美的、恒大、碧桂园、
新希望、海大集团、太平洋建设、海王集
团、中南控股、协鑫能源、东旭集团、江河

创建、怡亚通等14家500强民营企业，投资
项目16个，总投资516.9亿元。

10月26日，在长沙召开的“三湘民营
企业家论坛”上，省工商联与三湘银行签
署战略框架合作协议。未来3年，三湘银行
将为省工商联会员企业提供600亿元的意
向性融资总额度支持。

下一步， 我省将进一步突出问题导
向，下大力气破除民间资本进入重点领域
的隐性障碍，鼓励地方通过建立民营企业
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等多种方式，加大对民
营企业融资支持力度。

目前，省发改委正在制定《湖南省优
化经济发展环境规定》， 拟将优化营商环
境纳入法治化轨道。

进一步加强有效投资，加大
基础设施补短板

今年以来，为有效防范地方政府隐性
债务风险， 我省加强了对投资项目合规
性、合理性的综合评判。规范清理PPP项
目、规范举债融资行为等政策措施不断落
地，一些市州清理、停建、缓建了一批不切
实际的基础设施项目。

如，娄底市暂停了14条城市道路改造
和10条城市道路新建；湘潭市调整“市民
之家”建设内容，停建大剧院。

前三季度基础设施投资放缓。全省基
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下降10.9%， 比去年
同期增速回落29.3个百分点。

“未来将加强有效投资，加大基础设
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 省发改委投资处
相关负责人介绍，7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
局会议提出，把补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这为稳投资指
明了路径。

具体来看，一是瞄准铁路、民航、脱贫
攻坚、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加大补短板
力度；二是加快推进签约项目前期工作和
项目开工建设，同时储备一大批补短板重
点领域项目； 三是保障在建项目后续融
资，进一步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将
在坚决有效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
前提下，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
度，稳定有效投资，不断提高投资效益，
确保把有限的资金投向那些能够增加
有效供给、补齐发展短板的领域，推动
实现高质量发展。

� � �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
员 尹志伟 李志平） 省财政厅今天发布消息，
《湖南省湘江流域和洞庭湖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修复工程试点方案（2018-2020年）》已顺
利通过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组织
的竞争性立项评审， 入围国家第三批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

按照计划，今后3年总投资79.13亿元，支持
湘江流域和洞庭湖生态修复。 据省财政厅相关
负责人介绍，修复工程主要实施4大工程，打造
“清水长廊”。即以“一江清流、一湖碧水”为主
线，采取自然恢复、绿色修复为主，通过源头控

制、过程拦截、末端修复和区域综治，综合实施
水环境、农业与农村环境、矿区生态环境和生物
多样性恢复等4大修复工程，打造“清水长廊”，
实现清水入湖、清流出湘。

湘江流域和洞庭湖区占全省总面积的
47.85%、总人口的61.2%、经济总量的80%，涉及
11个市76个县市区。近年来，湖南在湘江流域和
洞庭湖区持续开展污染整治， 取得了阶段性成
效，但区域水环境、面源污染、矿山环境和生态
保护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据介绍，此次湘江流域
和洞庭湖列入国家试点， 对这片区域生态环境
保护修复意义重大。

� � � �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
讯员 朱运来 ）今天，株洲航电枢纽二线船闸
建成通航， 正式开启双线船闸运行模式。从
此， 湘江大源渡航电枢纽至岳阳城陵矶河段
航道由1000吨级三级航道全面提升至2000
吨级二级航道，通航能力显著提升，湘江货物
运输物流成本将进一步降低， 极大促进我省
水路运输快速增长。

由省水运建设投资集团负责建设的湘江二
级航道二期工程项目为我省重大水运建设项
目， 也是国务院确定的我省对接长江经济带重

点建设项目。 项目主要控制性工程———株洲航
电枢纽二线船闸工程位于株洲航电枢纽一线船
闸右侧台地，与已建一线船闸轴线间距100米。

省水运建设投资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蒋
鹏飞介绍， 株洲航电枢纽二线船闸等级为Ⅱ级
船闸，设计代表船型为2000吨级货船，设计年单
向通过能力2450万吨。 株洲航电枢纽船闸年单
向通过能力将由1260万吨提升至3710万吨，对
促进我省中南部地区加快融入长江经济带、完
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优化湘江沿江产业布局
等具有重要意义。

迈向高质量 在湖南“六稳”
产业支撑稳投资
———前三季度全省经济形势观察之七

四大工程打造“清水长廊”
今后3年总投资79.13亿元，支持湘江流域和洞庭湖生态修复

株洲航电枢纽二线船闸建成通航
湘江大源渡至城陵矶航道提升至2000吨级二级航道

� � � � 10月30日，满载集装箱的船舶驶出株洲航电枢纽二线船闸。当天，该船闸正式建成通航。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