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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周月桂

4月华南，木棉花开，灼灼如火。 在这个生
机勃发的季节，湖南奔赴粤港澳大湾区，在烟
波浩渺的珠江口，踏响铿锵的开放足音。

15日至19日，阔别两年的“港洽周”如期
而至，1988年在香港首开的湖南(香港)投资贸
易洽谈会，今年有了新名字———湖南-粤港澳
大湾区投资贸易洽谈周。

湖南-粤港澳大湾区投资贸易洽谈周，在
香港、澳门、深圳同时举行，具有更广的对接
范围以及全面升级的战略格局，成为历届“港
洽周”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成果最丰的一
届，向粤港澳大湾区推介了一个新湖南，签约
了一批大项目，也结交了一批好伙伴。

推介一个新湖南
———2万多亿元的招商大单

吸引5000多位高层次客商到会

5.6万平方公里、7000万人、 经济总量超
过10万亿元，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
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粤港澳大湾区对湖南的
发展有着挡不住的诱惑。

“多年来，湖南的改革开放与粤港澳地区
的发展紧密相连， 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是湖南
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重要机遇， 也是广大企业
的重大商机。 ”省委书记杜家毫说。

2019年“港洽周”，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湖南积极主动对接大湾区
的第一场全省性重大经贸活动。携带近600个
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向粤港澳大湾区抛出了2
万多亿元的招商大单， 在这里推介了一个精
彩的新湖南。

省委主要领导带队， 多位省领导分赴三
地，拜访夸特纳斯集团、嘉里集团、招商局集
团、华润集团、香港联合交易所、香港科技大
学、香港科技园、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南光集
团等企业和机构；专题招商活动，他们推介的
身影无处不在，为湖南的现代制造业、加工贸
易、旅游文化等各个产业“代言”，力争促成湖
南与粤港澳大湾区更广泛的战略合作， 推动
更多项目在湘落地。

长沙聚焦“智能制造”，重点对接战略性
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

怀化推出70个商贸物流、生态文化旅游、
医药健康、 绿色食品、 新型工业化等招商项
目；

张家界围绕国际精品旅游城市建设，着
力引入休闲度假、康养等项目；

益阳专注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
化，为深圳客商讲述了一场“数字经济”的益
阳故事；

邵阳对接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 株洲推
动农副产品出湘，永州到深圳招才引智……

14个市州立足自身特色优势， 在“港洽
周”期间举办18场专题招商对接活动，形成强
大的招商招展合力。

基础设施、新型工业化、现代服务业、农
业开发……一个个含金量高、 可实施可落地
的项目，吸引了众多高层次客商赴会。

此次参加“港洽周” 活动的客商逾5000
人。前来参会的企业中，三类“500强”企业（世
界500强、 中国500强和民营500强企业）159
家。 仅在2019湖南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恳谈会

上，世界“500强”企业便占全部参会企业一半
以上，20多位世界“500强”及跨国公司的大中
华区副总裁以上负责人出席。

香港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 的平台优
势，为湖南邀请到美国、荷兰、丹麦等12个国
家和地区的企业代表， 其中不乏我省亟需对
接和引进的DHL国际快递、 马士基等国际知
名高端服务业企业， 夸特纳斯等全球顶尖农
业企业。

签约一批好项目
———签约项目数量、质量、投资

规模均超过历届“港洽周”

“长沙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临空经济示范
区的交通物流条件， 对企业具有巨大的吸引
力。 ”深圳市恒达航进出口有限公司在“港洽
周”期间与湖南签订项目，将在长沙投资约1
亿元，引进10条生产导航仪的进口SMT贴片
生产线。 今年6月投产后，第一个年度预计可
实现外贸自营进出口额3亿美元，总经理谢海
洋对项目的落地充满期待。

“港洽周”期间，我省在粤港澳大湾区共
达成投资类签约项目 445个， 投资总额
4150.77亿元，引进资金3831.88亿元。 其中，
省级签约项目183个， 投资总额3098.5亿元，
引进资金2847.2亿元， 分别较2017年“港洽
周”增长15.1%、21.3%、16.8%。

省商务厅厅长徐湘平介绍， 本次签约项
目数量、 质量、 投资规模均超过历届“港洽
周”。

重大项目纷纷落地。 省级签约项目中，总
投资30亿元以上的项目30个， 占项目总数的
16.4%；投资总额2059.77亿元，占总投资额的
66.5%。

随着产业项目建设年的持续推进， 投资
回归实体经济的态势越发明显。

韩国OST会社投资50亿元， 将智能显示
绑定生产基地项目落地湖南； 卓尔诺科技有
限公司计划投资30亿元，生产手机玻璃盖板；
深圳市郎盛科技有限公司计划来湘投资，以
15亿元打造年产100万台智能终端项目……

“制造业在这次招商引资中唱主角。 ”省
商务厅副厅长王庭恺介绍，2019年“港洽周”
引入106个工业制造业项目， 占项目总数的
58%，是历届经贸活动之最。

三类“500强”企业对湖南青睐有加。省级
签约项目中，31家三类“500强”企业投资项目
36个， 占项目总数的五分之一， 总投资
1111.03亿元，其中，世界500强企业投资项目
最多，高达16个。

不少企业看到了湖南在中部崛起和长江
经济带建设中的发展潜力， 荷兰皇家壳牌集
团、超威集团、山东威高集团、珠海华文产业
集团计划在湖南设立区域总部。

看中湖南优越的区位交通和营商环境，
世界知名的农业生产及食品加工企业荷兰夸
特纳斯， 拟在长沙金霞经济开发区投资1.5亿
美元，建设集加工、冷链物流、食品安全质量
大数据等于一体的长沙国际食材集采集配加
工中心。预计2020年下半年竣工投产，达产后
年产值达6亿美元。

跨境电商“湘军”队伍继续壮大。 网易考
拉、亚非同盟等7个优质跨境电商项目，将为
湖南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消费“快”感；

平行进口汽车合作签订7个项目，将岳阳
城陵矶打造为中西部地区汽车平行进口集
散、销售和分拨中心；

12个加工贸易项目相中了长沙地处中部
的优越区位和临空经济示范区的交通物流条
件，总投资28.06亿元，预计项目建成投产每
年可实现进出口额30亿美元以上。

结交一批好伙伴
———推进与大湾区在科技 、

旅游、金融、人才等多方面的深层次
合作

“香港众多高校积累的研发成果，正好可弥
补企业在技术上的不足。 ”17日，参加“港洽周”
的湘潭宏大真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
乐告诉记者， 公司这次赴港与香港中文大学和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签订合作协议，希
望借助香港的科研力量， 突破企业将真空镀膜
技术应用到柔性屏幕上的技术瓶颈。

科技对接，为湘港合作注入了创新动力。
“我省企业急需吸纳香港科学家团队和

创新创业人才， 香港的科技成果也期待在湖
南落地和转化。 ”湖南-香港科技创新技术转
移工作站在本次“港洽周”正式启动，湘港两
地在科技合作方面有了基地和桥梁。

湖南独特的旅游资源， 吸引了不少大湾
区客商的目光。“锦绣潇湘”走进香港，对中国
（长沙）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长沙天心文
化（广告）产业园等项目进行重点推介。

“湖南如此多娇”。“港洽周”期间，香港不
少双层巴士上张贴着这句话， 成为湖南旅游
产业的流动广告牌。 这些巴士穿梭在油麻地、
尖沙咀和铜锣湾街头， 向世界展现绝美的湖
湘风貌。

金融领域的进一步对接， 为湘企的境外
融资提供便利。

湖南省企业境外（香港）融资对接会上，
中银国际、国泰君安国际、德勤中国等相关负
责人表示， 将进一步推动湘港金融合作新机
制建立， 促成湖南企业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
市， 支持湖南企业和金融机构在香港联交所
发行债券和资产证券化产品。

人才引进， 也是湖南与大湾区合作的亮
点。

17日至18日,在香港、澳门举行的湘港澳
人力资源服务对接活动上， 省人社厅与香港
金饭碗招聘网页有限公司、 澳门国际人才交
流协会分别签署协议， 在两地建立海外高层
次人才服务站。

15日，长沙“港澳法律服务大厦”项目签
约，我省有了一支能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全
程精准服务的涉外法律服务团队， 不仅可以
为在湘的港澳及海外企业提供一站式的优质
法律服务， 也可以为内地企业和公民到海
（境）外投资保驾护航。

科技平台建设、旅游推介、金融合作、人
才引进、法律保障……“港洽周”为湖南与大
湾区合作，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湖南外商投资协会副会长张绍文1999年
进入湖南市场。 18年时间，他见证了越来越多
的外商通过“港洽周”这个桥梁，在湖南这片
热土上投资和发展，“‘港洽周’为湖南注入了
源源不断的活力和动力； 湖南也正在用实际
行动告诉世界，投资湖南是正确的选择！ ”

� � �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尹志伟 冯伟珈） 4月25日， 湖南省政府成功招
标发行157.9亿元地方政府债券。 其中， 发行一
般债券39.33亿元， 发行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118.57亿元。

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从认购情况
看， 全部承销商合计投标3164.60亿元， 全场
平均认购倍数为20.04倍。 从中标情况来看，
银行投标1137.20亿元， 中标138.16亿元； 券商
投标2027.40亿元， 中标19.73亿元。

本次招标发行的一般债券规模39.33亿元，
期限7年， 中标利率3.80%， 认购倍数为20.21
倍。 发行的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规模118.57亿
元， 其中5年期70.19亿元， 中标利率3.48%，
认购倍数为20.46倍； 7年期38.49亿元， 中标利
率3.81%， 认购倍数为19.45倍； 10年期9.89亿
元， 中标利率3.89%， 认购倍数为18.71倍。

� � �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邓晶琎）“五
一”假期乘城铁出行将更快更便捷。 湖南城际
铁路有限公司今日发布，自29日零时起，长株
潭城际铁路将启用新的运行图。 届时，城铁将
新增6列“小编组”动车组，日常开行对数由目
前的46对增至69对，增长50%；平均发车间隔
则压缩了约30%，“公交化”程度将明显提升。

据介绍，按照“小编组、高密度、公交化”
的运营目标，湖南城际铁路有限公司租赁了6
列四编组动车， 为运行图的优化调整提供了
条件。 与八编组列车相比，四编组列车为4节

车厢，车身更短小精悍，能够灵活适应城际铁
路客流的变化。

调图后，城铁将日常开行动车组69对，增
开了23对。 其中，长沙西站至株洲南站13对、
长沙站至株洲南站22对； 长沙西站至湘潭站
12对、长沙站至湘潭站22对。

新的运行图依然采取了大站停、 跳站停
与站站停结合的运行模式。 即，长沙站与株洲
南站、湘潭站间采用“大站快车”模式，分别开
行22对列车；沿途主要停靠先锋、板塘、大丰、
田心东等主要客流大站， 其它站则基本不停

靠，以压减全程运行时间。 长沙西站与株洲南
站、湘潭站间采用“错站停、站站停”的模式，
共开行25对列车；沿途主要停靠小站，兼顾客
流大站，并在周末和节假日加开高峰线。

实行新图后，长株潭三地的车程缩短了。长
潭间的车程大多在37分钟左右， 长株间的车程
大多在43分钟左右； 平均发车间隔比目前压缩
了约30%。 如，从长沙站往南（株洲湘潭方向）的
列车，发车间隔为5分钟左右的车次达13趟。

为方便在湘潭、 株洲工作的长沙市民出
行，每天安排了多趟动车可在8时左右抵达湘
潭、株洲。 城铁每天运营时间调整为6时20分
至22时40分。

湖南城际铁路有限公司介绍， 下半年还
将分批增购10列左右“小编组”动车组，并根
据客流实际情况推出夏令图、暑运图、周末图
等运行方案。

� � �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记者 刘文韬）4
月25日至26日，省人大建议督办组先后赴
省卫健委、省科技厅，现场督办医疗卫生和
科技类代表建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
柯敏参加督办。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 省人大
代表共提出医疗卫生类建议66件、 科技类
建议15件。 其中，完善分级诊疗机制、加大
精神病人医疗救治和医疗保障力度、 发展
合成生物学、 加大对电线电缆行业科技创
新支持等7件建议还被确定为省人大教科
文卫委今年的重点关注建议。目前，省卫健
委、省科技厅等建议主办会办单位，已与提
议代表进行了沟通， 并形成了初步的答复

意见。下一步，各办理单位还将继续加强与
代表的沟通联系， 将相关建议充分吸纳到
正在研究制定的政策措施、工作举措、计划
项目之中，以此促进我省医疗卫生、科技等
事业发展。

督办组强调，要切实提高对建议办理工
作的认识，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增强建议办
理工作实效，坚决做到“对问题的研究要透、
处理问题的措施要有力、解决问题的结果要
实”。 要进一步加强与代表的沟通联系，注重
实质性解决问题，促进代表建议办理由“答
复型”向“解决型”转变。 要在构建建议办理
长效机制上下功夫，进一步完善建议办理机
制，推动建议办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坚持问题导向 增强办理实效
省人大督办医疗卫生和科技类代表建议

湖南成功发行157.9亿元
地方政府债券

长株潭城铁逐步“公交化”
29日起增开23对列车，平均发车间隔压缩约30%，每天

运营时间调整为6时20分至22时40分

� � � �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施泉江
通讯员 陈静 熊明亮 孙印常） 今天上午，
2019年湖南省征兵宣传进高校暨大学生
预征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省军区副政委、
省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喻军出席，长
沙地区20所高校师生代表、 各级兵役机
关、驻长部队千余人参加。

启动仪式上， 省军区向广大师生宣讲
了实现强军梦对高素质人才的时代召唤，
省征兵办公室介绍了2019年度高校征兵
工作有关安排和相关政策， 优秀现役军人
代表蒋金良介绍了从军报国的先进事迹和
成长成才经历， 激励青年学子积极响应祖
国号召，携笔从戎投身强军事业。

据了解，今年征兵期间，各级兵役机关
将落实大学生征集优先优惠政策， 切实做
到优先报名、优先体检、优先政考、优先定
兵，优先办理手续，给大学生参军入伍开通
“绿色通道”。 各高校有关部门在为大学生
参军入伍办理学籍保留、提取档案、开具证
明、办理学费补偿代偿等手续时，都将安排
专人负责，简化程序，随时办理，让大学生
参军入伍享受到优先和优惠。

大学生们纷纷表示， 作为新时代的青
年学生，一定要以国家安危、民族复兴为己
任， 把热血挥洒在实现强军梦的伟大实践
之中，在军队这个大舞台上施展才华，在军
营这个大熔炉里淬炼成钢。

征兵宣传进高校
暨大学生预征工作启动

� � �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邹靖方）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主席徐文龙介绍了
湖南省庆祝201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活
动安排和评选表彰劳模、工匠的情况。

据了解，2019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
节暨表彰劳动模范和优秀工匠大会， 将于
4月28日上午9时在省委礼堂举行。 省委、
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领
导同志，省总工会负责同志、省直机关有关
厅局委办负责同志， 今年荣获全国五一劳

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的代表、 荣获湖南
省五一劳动奖和湖南省工人先锋号的代
表、全省实体经济企业100名优秀班组长、
湖南省首届农民工六项全能技能竞赛获奖
代表等共约500人参加。

省总工会于4月27日晚上8时在九所
宾馆多功能厅举办慰问文艺演出。 节目将
由新湖南进行网络直播。另外，还将陆续启
动“我和我的祖国———湖南百万职工同声
唱”歌咏活动、“中国梦·劳动美”第六届全
国职工摄影展和创作采风活动等。

我省将举行系列庆祝“五一”
国际劳动节活动

2019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劳动模范和
优秀工匠大会将于4月28日上午9时在省委礼堂举行

� � � �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施泉江
通讯员 周仁 韦思侠）据防汛部门通报，今
年湖南省气候异常， 洞庭湖入湖水量较历
年同期均值偏多一倍以上， 针对湖南省汛
期提前、防汛严峻等形势，为进一步熟悉掌
握防汛抢险环境， 做好各项汛期安全准备
工作，4月23日至25日， 省军区司令员毕
毅，政委冯毅，副政委喻军、许凤元率工作
组一行到岳阳、常德、益阳等地实地勘察环
洞庭湖区防汛准备工作。

工作组一行先后勘察了岳阳沙田垸、
城陵矶水文站、新华垸，常德蒋家嘴镇阁金
口堤段、半边湖监测站，益阳小河口堤段、
甘溪港水文站和省防汛抗旱物资储备中心
沅江仓库等地，并听取各市防汛情况汇报。

工作组对各级党委政府今年的防汛准
备工作给予肯定， 并对各地多年来为防汛
抢险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工作组要求，防
汛抗洪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省
军区各级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勇于担当，
加强与地方相关专业部门的沟通联系，及
时掌握有关情况，增强防汛责任意识，加强
隐患排查；要周密准备，针对大中小汛情、
兵力部署提早做好安排， 进一步强化细化
各项防汛预案和措施，加强预案演练；要加
强监测预警、工程调度、巡查防守和防汛物
资保障，确保安全度汛；要勇于担当，在用
好自身力量的同时要协调好相关驻地部
队，充分当好地方党委政府的生力军，做人
民群众的坚实后盾。

省军区领导赴洞庭湖流域
勘察防汛情况

融入大湾区 实现新飞跃
———2019年湖南-粤港澳大湾区投资贸易洽谈周综述

高铁建设者唱响劳动之歌
4月26日，张吉怀（张家界—吉首—怀化）高铁吉首东站施工现场，中铁上海局的工人挥

舞着国旗高唱《我和我的祖国》。当天，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总工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工人阶级宣传月暨第九轮“芙蓉杯竞赛”活动启动，通过开展《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宣传
劳模工匠精神，唱响劳动之歌。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欧阳金雨

4月26日， 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习近平主
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上的主旨演讲。 “中国将着力营造尊重知识
价值的营商环境……加强对外国知识产权
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习主席在演讲中，把知
识产权保护作为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
主要内容提出来，让外资企业进军中国市场
吃下了“定心丸”，引来现场一片掌声。

不要以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国外
“要我干”， 而忽视了中国自身对知识产权
越来越积极主动的保护意识。

实际上， 习主席这次演讲中对知识产
权的阐释还有另外一层更深邃的阐释：“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 不仅是维护内外资企业
合法权益的需要， 更是推进创新型国家建
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博鳌
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 习主席也
曾强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这是完善产
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 也是提高中国
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对此，外资企业有
要求，中国企业更有要求。 ”

很明显，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 “我要
干”！ 放在国际视野，知识产权保护是中国
企业闯荡国际市场的“护身符”。 4月24日，

华为内部发布了任正非接受美国CNN采
访的文稿。任正非不无自豪地透露，华为现
在共有9万多项专利， 其中在美国注册了
11500多项核心专利。 以前，中国依靠低工
资劳动力的竞争优势， 成为了其他国家发
明创新的低成本制造者。如今，中国自身日
益成为创新大国，并将迈向创新强国，知识
产权保护已成为国家利益和理性选择。

“当前是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的关键
时期，经济转型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企业的
创新能力， 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激励企
业积极创新的关键。 ”格力CEO董明珠曾
如此表述。 特别是我国正加快由工业化向
信息化转型发展，专利、商标、版权、商业秘
密、软件等无形资产，对企业来说将越来越
重要。

目前， 我国已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知
识产权大国。同样，从推动专利法、商标法、
著作权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修改完善，到
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和知识产权法
庭，再到不断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等，中
国已成为知识产权保护坚定的维护者、重
要的参与者和积极的建设者。 面向高质量
发展，同时也是为了更好保护自身权益，湖
南企业当主动做好、 做足知识产权保护这
门功课。

企业当主动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功课
三湘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