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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 （记者 彭雅惠）
今天记者从省统计局获悉，1至2月，全省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1778.48亿元， 同比增长
12.8%，投资总量居全国第十位、增速居全
国第九位，实现良好开局。

投资总量扩大主要受益于重大项目拉
动。前2月，全省计划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

项目完成投资845.84亿元，占全部项目投资
的比重达56.5%，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3.1个
百分点。

从投资增速看， 民生工程和生态环境
投资保持“领跑”地位。1至2月，我省共完成
民生工程投资162.02亿元， 同比增长37.1%，
增速高于全省投资增速24.3个百分点；完

成生态环境投资 87.48亿元， 同比增长
47.1%， 增幅高于全省投资增速34.3个百
分点。

此外， 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
资也呈现平稳增长态势， 前两月分别完成
投资488.87亿元、281.51亿元， 均保持了两
位数增长。

� � � �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黄勇华） 湖南汽车出口一路走高。
今天，长沙海关传出消息，1至2月我省出口
汽车3667辆，同比增长31.2%；出口总值4.3
亿元，同比增长10.1%。

货车是我省汽车出口“主力军”，前两
个月累计出口2549辆， 占全省汽车出口总
量的69.5%；轿车出口则有明显下滑，前两
月累计出口434辆，同比减少39.9%。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是我省汽
车出口“主战场”，其中，越南、缅甸、伊朗为
前三大出口市场。1至2月，全省累计向越南
出口汽车1745辆，货值1.1亿元，出口量和出
口额分别同比增长57.5%、81.6%；向缅甸出
口汽车703辆，同比增长53.8%；向伊朗出口
汽车337辆，同比增长167.5倍。

� � � �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记者 彭雅惠）
新材料是长沙四大千亿产业之一。今天，
省统计局发布数据：2016年，长沙市新材
料产业实现产值1732.76亿元，同比增长
15.5%，产业规模快速扩大。

统计显示，2016年长沙市纳入新
材料报表的企业有144家，比2015年增
加24家，其中，产值过1亿元的企业达
93家，较上年新增 17家；产值过 10亿
元企业29家，较上年新增9家。蓝思科
技、晟通科技、金龙铜业3家龙头企业
产值占全市新材料产业产值“半壁江
山”。

产业规模扩大得益于企业研发生产
能力提高。2016年，长沙新材料企业共投
入研发经费35亿元， 同比增长52.2%；企
业专业技术人员 9567人， 同比增长
34.4%。截至年末，共有109家新材料企业
成为省科技厅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占
全市新材料企业总量的75.7%。

园区是长沙新材料产业发展主阵
地，共拥有新材料企业111家，占企业总
量的77.1%。其中，望城经开区、浏阳经开
区、长沙高新区、宁乡经开区和宁乡高新
区等5大园区2016年新材料产品产值均
超过100亿元。

陈淦璋

前不久，香港九龙仓集团长沙国金中心举
行首场大型招聘会，本土零售巨头步步高集团
亦召开新春大型招聘会，由此掀起的“抢人大
战”，被业界引为话题———今年长沙商战，注定
不简单。

作为湖南第一高楼，九龙仓长沙国金中心
拥有约23万平方米商场，将携众多国际大牌首
次进入长沙，自然是雄心勃勃而来，计划下半
年亮相。

不止于此， 今年长沙还有大批新商场加入
“战局”。五一商圈有友阿五一商业广场、五一里，
伍家岭商圈有华创国际广场， 沙湾公园有天虹
CC.Mall、沃尔玛山姆会员店，加上贺龙体育馆
附近的叮叮Mall，星沙的中茂城，可谓遍地开花。

站在一个稍长的时间维度可以发现，德思
勤、运达中央广场、海信广场、河西渔人码头、
奥克斯广场、步步高梅溪天地、金茂览秀城、星
沙华润万象汇等商场过去几年入市，改写了长
沙商圈“北有五一路、南有东塘”的旧版图。

虽说长沙是消费之都，可装得下这么多新
商场吗？

国际房地产顾问“五大行”之一的戴德梁
行，多年跟踪研究长沙商业，在他们看来“这没
问题”。戴德梁行提供的数据显示：2016年长沙
新增优质商场40万平方米， 项目招商情况良
好， 开业之初均实现了九成以上的招商率；整
体来看， 全市优质商场的空置率同比下降1.6
个百分点至6.1%。

市场的良好表现，根本源自于需求。近些
年，奢侈品、轻奢品牌在国内许多城市都放慢
了拓展脚步，但在长沙却逆市扩张。创新业态
也愿意将长沙作为试验场， 国内首个京东之
家、 当当网全国首家实体书店、 华为高级体验
店、小米之家、洱东杂货铺等纷纷在长沙开张。
在线上线下加速融合的今天， 传统商圈和新兴
商圈相得益彰，长沙商业也收获了不少新机遇。

展望远景，宜家家居、万达城等商业大鳄
也确定布局长沙。 随着城市商业格局的升级，
让我们好好享受更舒适的购物体验、更优质的
服务享受吧。

前2月我省投资总量全国第十
重大项目完成投资占全部项目投资近六成；民生工程投资、生态

环境投资保持高速增长

头2月湘产汽车
出口增三成

货车占出口总量69.5%，轿车出口下滑

企业去年投入研发经费35亿元，同比增长52.2%

长沙新材料产业
亿元企业达93家

� � � �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 （金慧 王浩）
今天，我省第一批电子营业执照在长沙
高新区政务大厅工商窗口发出，标志着
长沙商事制度改革迈上“数字化”新征
程。

电子营业执照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核发的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市场主
体登记信息的电子证件， 与纸质营业执
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企业登记申请、受
理、核准、发照、公示等各环节均通过电
子数据交换实现。

近年来，长沙先后推出“先照后证”、
“多证合一、一照一码”、企业集群注册登
记试点等多项改革举措， 激发了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热情。今年，为进一步提
高工商登记效能，方便办事企业，长沙市
工商局又推出了电子营业执照和全程电
子化登记改革试点。 长沙市工商局党组
书记、局长卓精华介绍，以后电子营业执
照将在全市范围内发放， 并逐步实现电
子营业执照在各部门、 各行业间的互通
互认和共享共用。

“千车万人游永州”启动
开启湘桂城市圈

全域旅游合作新模式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记者 邹仪 刘跃

兵）3月30日，农历三月三，广西壮族人民的
传统歌节。当天上午，由广西桂林市旅行社
组织的30台旅游大巴满载着1000多名游
客， 抵达永州市体育中心，“千车万人游永
州”旅游交流活动拉开帷幕，标志着两市开
启湘桂城市圈全域旅游合作新路径。 永州
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晖宣布活
动启动。

湘桂旅游合作由来已久。2003年，永州
市旅游局与桂林市旅游局签订合作协议，
共同打造跨越湘桂两地，直接影响湘、桂、
川、粤、黔5省区的大旅游圈。随着高速公路
与高铁相继开通， 永州市与桂林市区位优
势得到进一步提升，为构建“2小时湘桂城
市圈全域旅游”奠定了基础。

此次活动以旅游为载体，采用“旅游+
城市推广”的方式进行，对双方城市进行
全方位、多角度的形象推广与营销。合作
双方除了常规旅游合作外，还将根据各自
城市的推广重点， 组织“客商团”、“看房
团”、“公益团”等定制团队互访，并开展手
机摄影大赛、游记大赛等活动，从而实现

“以旅游推销城市，以媒体树立品牌”的良
好城市营销效应，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与产
业升级。

谈经论市

消费之都，装得下多少新商场

� � �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覃琴）昨天，记者从湖南联通在长沙举行以“云
筹唯沃·智创未来”为主题的云计算与IDC（互
联网数据中心）峰会获悉，联通长沙云数据基
地一期工程预计在年底可对外提供业务。

中国联通在湖南建设的长沙云数据基地，
位于长沙河西高新区麓谷， 于2015年开建，是
中国联通在中南地区最大的数据中心， 将成为
中国中部区域IDC业务和本地信息化服务的大
型IDC、云计算运营中心。基地采用T3+标准设
计，总用地面积13万平方米，总投资50亿元，总
机架12000架，总出口带宽5T。湖南联通与长沙

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向中国联通长沙云
数据基地授牌长沙市政府云计算服务中心，作
为全市政府各类业务运行的物理载体， 为后续
党政机关的相关云数据平台建设提供依托。

湖南省通信管理局局长许继金表示， 大力
推进IDC和云计算在湖南省的落地，将对湖南在
“互联网+”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湖南联通总经理唐永博表示，长沙云数据
基地将带动本地经济实现“互联网+”和工业
制造产业转型升级，为湖南信息化建设提供政
务、教育、医疗、金融、旅游、环保、工业等云计
算产品。

联通长沙云数据基地建设快马加鞭
一期工程预计在年底可对外提供业务

� � �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向云峰）今天，湖南贵太太茶油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贵太太”）绥宁茶油产业园正式开
园。 该项目建成达产后， 年产值将达到10亿
元，带动3万人增收脱贫。

湖南是油茶大省，湖南油茶林面积、茶油
年产量、油茶年产值均居全国第一。邵阳市有
“油茶之都”之称，该市绥宁县油茶品种优良、
果实大、含油量高，平均亩产达40公斤；目前，
全县油茶面积近20万亩。

2016年1月，贵太太与绥宁县签约，落户
绥宁湘商产业园， 公司总部也随之迁入绥宁
县。“贵太太绥宁油茶产业园”一、二期工程计

划总投资6.5亿元， 是绥宁县最大的产业扶贫
项目。该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每年可收购、加
工贫困山区油茶籽、茶粕等原料30万吨，每年
能生产优质茶油5万吨； 可直接安排当地在册
贫困劳动力进厂就业，同时带动全县新造油茶
林15万亩，从而带动大湘西贫困山区油茶基地
健康发展，形成大湘西地区的特色油茶产业。

贵太太成立于2008年， 集油茶科研、开
发、种植、加工和销售于一体，是全国第一家挂
牌上市茶油企业和全国首批新三板创新层企
业。目前贵太太在全省建立了26.5万亩油茶基
地，分布在怀化、长沙、常德等地区，带动全省
茶油专业合作社16家。

投资6.5亿元，将带动3万人增收脱贫

“贵太太”扎根绥宁布局油茶产业

� � �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陈永刚 曾迪 何善富
李建林）地铁盾构隧道一般尽量走直线，如走
曲线，转弯半径会较大。而今天，长沙地铁4号
线一段“S”形盾构区间贯通，这在长沙地铁建
设史上还是首次。

这段区间是由中建铁路轨道交通公司承
建的长沙地铁4号线茶子山站至滨江新城站区
间右线，全长1417米。该区间整体呈“S”形，分
为4段约350米小曲线半径施工段。长沙地铁4
号线1标四项目部盾构经理徐程介绍， 掘进过

程中，对盾构姿态的控制极为严格，稍有不慎
就会失控，造成隧道轴线偏差过大；且曲线段
盾构施工极易引起管片破碎、漏水、漏砂等质
量问题，或导致地表沉降，造成险情，是整个4
号线施工中一处重点、难点工程。

为攻下这一难点，中建铁路轨道交通公司
组织专门的技术攻关团队，数次对施工方案进
行调整， 在掘进过程中严密控制掘进姿态，终
于成功实现贯通，比原定工期提前了2个月，为
4号线2019年通车打下了基础。

长沙地铁首个“S”形盾构区间贯通
全长1417米，施工难度极大

长沙发出我省首批电子营业执照

怀化首家健康产业园项目投产
3月29日，怀化市鹤城区怀仁健康产业园，工作人员在医药仓储备库分拣药品。

该园区项目占地面积400亩，投资5.2亿元，集现代医药仓储物流配送中心、中药饮
片观光加工车间和大健康产品展示交易中心等功能于一体。目前，一期工程（197亩）
已建成投入运营。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曾文明 摄影报道

� � �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记者 奉永成 实习生
陈玲丽）“校外的‘辣条’为什么不能吃，下楼梯
怎么走最安全……”今天，由省教育厅与省安
监局联合主办的“2017年度安全知识进校园”
专题教育活动正式启动，安全知识专家讲师团
在长沙大学附属中学举行的首场宣讲，让师生
们受益匪浅。

“安全知识进校园”是省教育厅、省安监局
等部门为提高全省师生安全素质， 遏制校园重
特大事故开展的专题教育活动。接下来，由湖南
安全技术职业学院选派的28名安全知识专家组
成的讲师团， 将深入全省各级各类学校进行安
全知识巡回宣讲，重点向学生们宣讲人身安全、
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卫生安全等安全知识。

“安全知识进校园”启动
28名专家将入校宣讲安全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