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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6日讯（记者 黄婷婷）岳
阳城陵矶港平行进口汽车规模进一步扩
大。今天在深圳举行的2019年湖南-粤港澳
大湾区投资贸易洽谈周岳阳城陵矶平行进
口汽车贸易推介会上，7个平行进口汽车合
作项目现场签约，新增4500台进口汽车量。

岳阳城陵矶港于2018年1月获批成为
国家汽车平行进口综合试点口岸后， 已成
功引入天津、 上海和湖南本地多家进口汽
车进口业务。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岳阳城陵
矶港力争在2019年进口汽车量突破1万台，
2020年以后进口量稳定在2万台以上，进入

全国同类口岸前5强。
2018年， 岳阳城陵矶港共完成进口汽

车国外采购5100余台， 到港2800余台，实
现进口贸易额1.4亿美元， 销售收入突破12
亿元，业绩跻身全国同类口岸前10强。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贸易商直接从汽
车原产地或海外市场购买汽车并进口到国
内，不用经过区域代理商，具有价格优势，
利用岳阳城陵矶综保区的“保税仓储”，又
可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从城陵矶口岸平行
进口的汽车， 比传统的经区域代理商销售
的汽车，价格可便宜10%左右。

目前， 从城陵矶上岸的车辆囊括了国
内销量排名前10的所有车型， 基本实现了
“采全球，卖全国”。

岳阳平行进口汽车
今年有望破万台

城陵矶港在深签约7个平行进口汽车合作项目，
新增4500台进口汽车量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 （见习记者 唐璐
通讯员 陈志群） 记者从长沙市商务局获悉，

“港洽周”期间，长沙市共签约项目38个，总
投资额273.56亿元。其中，在2019湖南对接
粤港澳大湾区恳谈会暨重大项目签约仪式
上签约省级项目5个，总投资额182亿元。

据介绍，此次签约项目突出表现了4个

特点。一是聚焦“粤港澳大湾区”。签约项目
中，粤港澳大湾区企业投资项目超30个，占
比高达79%。比如，宝能物流华中区域总部
及智能制造产业中心项目、 香港顺发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光学镜头SMT贴片生产项
目、 微医集团互联网+分级诊疗项目等。二
是聚焦“招大引强”。引进“500强”项目7个，

广汽部件长沙汽车内饰生产项目、 湘江智
谷人工智能科技城项目等， 其中荷兰皇家
壳牌集团、 日本永旺集团更是首次进驻湖
南。三是聚焦“智能制造”。此次签约项目
中，智能制造类项目21个，比如德赛电池望
城智造产业园、 贝斯特热流道长沙智造产
业园项目、机器人及精密减速器项目。四是
聚焦“再投资”。近些年，投资商对长沙市高
度认可，纷纷加大对长沙的再投资力度。如
比亚迪20Gwh锂离子动力电池项目、 格力
智能装备及模具生产基地项目、 杉杉能源
先进储能材料产业园等。

签约项目38个，总投资273.56亿元

“港洽周”长沙成果丰硕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徐德荣 唐曦 许
钧）今天，衡阳市在2019年湖南-粤港澳大
湾区投资贸易洽谈周上推介该市投资环
境，并签约一批重大项目。据悉，此次衡阳
市共签约项目42个， 总投资额达283.8亿
元，总引进资金达273.8亿元。

衡阳此次签约的42个项目中， 省级签
约项目17个，市级签约项目25个。工业制造

业项目19个，农业产业化项目1个，第三产
业及其他项目22个。三类“500强”项目共14
个，包含绿地集团、丰树集团、苏宁集团（协
议）等3个世界“500强”，超威集团、杉杉集
团、新城控股、科大讯飞、顺丰集团等9个中
国“500强”，以及红星美凯龙、弘阳集团2个
民营“500强”。

此次签约会上， 衡阳因具有承接产业

转移得天独厚的优势， 颇受粤港澳大湾区
企业青睐。据介绍，此次签约的项目中既有
与衡阳合作多年的“老朋友”，也有首次合
作的“新伙伴”。香港建滔化工集团继2018
年在衡投资30亿元， 启动年产20万吨电子
级环氧树脂、 年产2400万张覆铜面板项目
后， 此次又与衡阳市松木经开区签订一个
总投资额达15亿元的年产4.3万吨电子级铜
箔项目。同时，由绿地控股集团投资的“绿
地衡阳城际空间站”也格外引人关注。该项
目一期用地达384亩， 包含一个200米超高
层地标建筑、一个五星级酒店、一个进口卖
场等。

衡阳签约项目42个
项目总投资达283.8亿元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记者 邢玲 通讯
员 江怀远）4月16日下午， 益阳-粤港澳大
湾区数字经济产业招商推介会在深圳举
行。“港洽周”期间，益阳市共发布重点招商
项目100个，省市级签约项目43个，合同引
资305.9399亿元。

近年来， 益阳在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
设中，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加快推进。

通过益阳数字经济发展（北京）座谈会、“绿
色农业、 智慧乡村” 互联网大会、“汇智聚
力·建设益阳”恳谈会、“引老乡·回故乡·建
家乡”等系列活动，吸引大批数字经济精英
企业入驻， 益阳数字经济发展生态圈加速
形成；研究制定《益阳市信息通信基础设施
能力提升行动计划（2019—2021年）》，以高
速光网、4G/5G移动网络、互联网协议第六

版（IPv6）、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等为重点，稳步构建高速、移动、安全
的新一代信息通信网络体系， 目前已经启
动5G网络规划和站址储备， 全市行政村光
网和 4G覆盖率均达 100% ， 中国电信
NB-IOT物联网基本实现全覆盖。

益阳提升信息化发展效益， 实现数字
经济新增长。 电子信息产业去年新增12家
规模企业，总数突破100家，年产值300多亿
元，增长16%，培育了艾华、奥士康两家A股
上市企业； 实现县域内中心村服务站全覆
盖，市域内黑茶、稻虾、芦笋等农产品去年
通过互联网销售超过100亿元。

讲好“数字经济”的益阳故事
“港洽周”期间签约项目43个，合同引资305.9399亿元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记者 张颐佳 通
讯员 李双妍）今天，在2019年湖南-粤港澳
大湾区投资贸易洽谈周上， 欧客英国名品
跨境电商平台、 澳新跨境进口海外直采分
销中心、 湖南跨境电商生态产业园网购保
税进口仓储等3个跨境电商项目成功签约
金霞经开区， 为我省开放型经济发展迈出
了更加坚实的步伐。

金霞经开区是全省唯一集水、铁、陆、管、
临空等多元交通优势于一体的现代物流园
区，拥有金霞保税物流中心、长沙新港、长沙
国际铁路港，开通了“中欧班列（长沙）”、湘粤
港直通车等对外高速通道, 企业在园区能实
现一次报关、一次查验、一次放行。

对接会上， 金霞保税物流中心网购保
税进口1210关务和湖南省跨境电商生态产

业园两个项目被作为长沙市的重点推介项
目，受到很多外商的垂青。

金霞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李国军介绍，此
次签约的3个项目， 更加畅通了长沙连接英
国、澳大利亚等地的国际贸易通道，更高端的
轻奢、化妆品、日用品、母婴产品能以最短的
时间来到湖南。同时，金霞能为跨境电商相关
企业提供国际物流、1210关务、 保税仓内操
作、供应链金融、商品采销执行、人才培训、电
商企业培育和孵化等服务的综合类项目，为
完善湖南外贸上下游生态链起到积极作用。

三大跨境电商“牵手”金霞经开区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 (见习记者 肖霄
通讯员 林尹俊 ) 4月16日上午，2019年湖
南邵阳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重点产业项目推
介会在深圳举行。推介会上，邵东智谷建设
项目、 邵阳经开区清洁能源智能装备产业
园等27个项目现场签约，项目总投资192.7
亿元，引进市外资金188.9亿元。

4月15日下午，在“2019湖南对接粤港
澳大湾区恳谈会暨重大项目签约仪式” 上，
邵阳经开区与桑德集团有限公司现场签订
了邵阳锂电池负极材料循环利用项目；新邵
县人民政府与正大制药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现场签订了正大制药投资新邵医药健康产
业园项目，两个项目投资总额20亿元。以上2

个项目在“2019湖南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恳谈
会暨重大项目签约仪式”上正式签约后，加上
邵阳市推介会上签订的27个项目，本次“港
洽周”， 该市累计签约29个项目， 投资总额
212.7亿元，引进市外资金208.9亿元。

近年来，邵阳市的区位优势明显提升，
支持政策逐年增多，投资环境明显改善，发
展势头迅猛， 尤其是开放型经济走在了全
省前列。仅2018年，该市承接沿海产业转移
企业500余家，完成产业投资680亿元；新增
“四上”单位741家，其中规模工业企业255
家，居我省第2位。

邵阳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港洽周”累计签约项目29个，投资总额212.7亿元

实现新飞跃
———2019年湖南-粤港澳大湾区投资贸易洽谈周

融入大湾区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
员 廖远哲）4月15日下午， 全省巡视巡察工
作会议在长沙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重要指示精神。 省委常
委、省纪委书记、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傅奎出席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重要论述，认
真贯彻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精神， 准确把握新
时代赋予的责任、使命和要求，自觉把巡视巡
察工作置于中央、 省委和各级党委工作大局
来思考、谋划和部署，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
任务，充分发挥政治监督作用。

会议指出，要坚持稳中求进，不断提高

我省巡视巡察工作质量和水平。 聚焦落实
党组织政治责任， 聚焦严明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聚焦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聚
焦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 推进政
治监督具体化。建立健全整改督查制度，压
实整改责任，加强日常监督，做好巡视巡察
“后半篇文章”。加强顶层设计和指导督导，
加快推进全覆盖， 构建严密高效的巡视巡
察格局。加强规范化建设，把依规依纪依法
要求贯穿巡视巡察全过程。

会议要求， 要加强对巡视巡察干部的教
育、管理和监督，强化政治建设、能力建设、纪
律建设，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防止巡视
巡察利剑变成“双刃剑”。

� � � �认真履行政治监督责任，推动新时代巡视巡察工作
高质量发展

全省巡视巡察工作会议召开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记者 刘勇 ）省政
府新闻办今天在长沙举行新闻发布会， 副省
长陈文浩发布新闻：湖南参与2019年北京世
界园艺博览会（简称北京世园会）的各项筹备
工作目前基本准备就绪， 届时将向世人奉献
一场独具特色、精彩纷呈、令人难忘的湖南园
艺盛宴，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湖南室外展园位于中华园艺展示区，面
积2450平方米，设计主题为“湘遇·桃花源”，
即通过湖南的山、水、林、田、湖、草等元素，打
造诗意栖居的田园风光， 展示湖南富饶美丽
的幸福家园。 该展园于去年6月12日开工建
设，经多次修改、完善和优化，土方工程、水电
管网铺设工程、水体工程、建筑装饰工程、叠
石景观工程和树木、 花草栽植工程目前已全
面完成。 展会期间， 展园内还会有季节性调
整，如栽植水稻、辣椒等。

湖南室内展馆位于核心景观区的中国
馆，面积100平方米。3月14日，室内展馆建设
动工，通过精雕细琢，已于4月9日全面完成

建设任务，现正在布展。
根据组委会的要求， 每个省市区都需提

供一块有特色的展石完成“同行广场”建设，
共同打造同心同德、砥砺同行、筑梦中华的景
石展园。湖南精心挑选了一块高2.5米、宽1.5
米、 厚0.8米的具有厚重历史文化的祁阳石，
摆放在同行广场的显眼位置。 这块石头色泽
匀净、温润细腻、颜如绿玉、纹似涟漪，恰似一
幅山清水秀、诗意栖居的美丽家园画卷。

7月7日至7月9日为北京世园会“湖南
日”活动。湖南将以“幸福湖南，‘湘’聚北京”
为主题，举办多项主体活动，并组织省内媒体
和企业参与文化展示、专题论坛和经贸洽谈，
促进湖南经济和生态文化的国际合作与交
流，充分展示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绿色生态、
富饶美丽的新湖南。

北京世园会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后在
中国举办的级别最高、 规模最大的专业类博
览会，将于4月29日至10月7日在北京市延庆
区举行，主题是“绿色生活、美丽家园”。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本月底开幕
我省将向世人奉献一场独具特色、精彩纷呈、令人

难忘的湖南园艺盛宴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记者 黄婷婷）今天，
2019年湖南-粤港澳大湾区投资贸易洽谈周
湖南（深圳）先进制造产业合作推介会在深圳
举行。副省长吴桂英出席并致辞，她表示，湖南
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既有差异性，更有互
补性，湖南与深圳开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重点的
合作，基础扎实、潜力巨大、空间广阔。

吴桂英说，我省坚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
壮大实体经济作为全省经济发展主攻方向。
目前， 湖南发展先进制造业已具备了一定的
有利条件：我省正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科技
研发与转化能力较强，2018年全省新增高新

技术企业14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增加值
增长14%； 我省已形成装备制造、 农产品加
工、材料3大万亿产业，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
11个千亿产业，打造了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
业链，产业体系较完备；我省还在以减负增效
为抓手降低企业成本，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
到2020年底，实现“一件事一次办”全覆盖。

吴桂英表示， 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我
省在持续强化市场、资金、人才和服务保障，为
广大投资者打造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宽松有
序的市场环境、配套完善的商务环境，让投资
者在湖南放心投资、舒心创业、安心发展。

我省在深推介先进制造产业
吴桂英出席并致辞

金茂梅溪湖国际广场喜获建筑大奖
4月16日，位于湖南湘江新区梅溪湖畔的长沙金茂梅溪湖国际广场。近日，世界高层建筑与都

市人居学会（简称 CTBUH）公布第17届年度CTBUH奖获奖名单，长沙金茂梅溪湖国际广场获得
都市人居奖———街区/总体规划尺度杰出奖，是我省唯一获奖建筑。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
员 曹雄）今天上午，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
长黄兰香在张家界市主持召开宗教工作座谈
会。 她强调， 要全面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
导， 进一步做好宗教领域思想政治引领和凝
聚共识的工作。

座谈会上， 张家界市及各区县党委统战
部部长汇报工作情况。近年来，张家界市委和
各区县党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宗教工作的重大决策部
署，积极加强宗教工作机构建设，宗教工作取
得新成效。

黄兰香对张家界市宗教工作给予肯
定，同时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

重要论述和批示精神， 以及中央关于宗教
工作的政策法规， 对标中央要求指导推动
工作。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各级党委要落实
好主体责任，各级统战、民宗部门要牵头协
调，主动作为，宗教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要齐心协力，共同做好宗教工作。要进一步
创新工作方法和思路， 运用群众工作方法
将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团结在党的周
围，提高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落实三级
网络和两级责任制。 要进一步抓好爱国宗
教团体建设， 特别是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
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引领。要进一步夯实基
层基础，完善宗教工作体制机制，积极推动
解决宗教领域重点难点问题， 维护宗教领
域和谐稳定。

黄兰香在张家界主持召开宗教工作座谈会时强调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做好宗教工作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 （记者 王晗 ）在
昨天举行的2019湖南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恳谈会暨重大项目签约仪式上， 碧桂园
湘江智谷·人工智能科技城项目顺利签
约， 湖南湘江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再添新
动能。

据介绍， 作为本次签约会上首批签约

项目， 该项目是碧桂园集团在中部地区首
个“产城融合”标杆项目。项目位于湖南湘
江新区岳麓高新区，共占地14.34平方公里，
总投资500亿元， 分三期15年滚动式开发。
其中一期规划2.41平方公里， 投资100亿
元，将按照“整体规划、片区推进、滚动开
发、产业先行、公建同步、政策支持、封闭运

行”的合作模式实施。
湖南湘江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项目

定位引进全球领先的机器人研发团队和企
业进驻，并以此为合作基础，致力于搭建全
球领先的机器人创新产业研发应用平台、
高端应用平台、 创新孵化成果转化平台和
人工智能产业链。

碧桂园湘江智谷·人工智能
科技城落户湖南湘江新区

荨荨（紧接1版）长沙市民更可以享受到上午
下单，下午收货的“快”感。

对接会上， 长沙重点推介了长沙高新
区、黄花综保区、金霞保税物流中心等长沙
三大跨境电商重点园区及项目，阿里巴巴、

京东国际、网易考拉、ebay、唯品会等100多
家跨境电商企业参加。

我省高度重视跨境电商发展。2018年，
我省在2018“数字中国”省级排名中位列全
国第九， 拥有的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数量居中部第一。近5年，全省电子商务交
易额年均增长60%，2018年突破1万亿元。
长沙在2018年7月获批国家跨境电商综合
试验区后， 为我省跨境电商的发展打下了
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