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见习记者 黄婷婷

11月22日至24日，第八届湘商大会
暨第五届湘南投洽会在郴州举行。

作为湖南每年一度的经贸大戏，
本次以“对接500强，对接湘商会”为主
题的湘商大会格外隆重。上汽大众、广
汽菲亚特、 九兴控股等多家世界500
强、中国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企
业的负责人和海内外200多家湖南商
会的客商代表齐聚一堂，智慧碰撞，情
感交融，成果丰硕。

盛会助力深入实施“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战略，着力推进“对接500强、提升
产业链”“对接湘商会 建设新家乡”专项
行动，绘就新时代新湖南新画卷。

“湘”情浓郁，新湘商誓言
不负乡土

第八届湘商大会暨第五届湘南投洽
会开幕当天，郴州城内风寒雨冷，参会的
各路湘商却情怀如火。

“我们欣喜地看到，家乡湖南开放形
成共识、创新成为主流，合作机会多多。”
北京湖南企业商会会长、 东方雨虹董事
长李卫国的发言代表了湘商的心声。

“蓝思科技的发展，得益于和湖南经
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香港湖南联谊总
会会长、 蓝思科技董事长周群飞说。

2006年，蓝思科技从浏阳永安的一块荒
地上起步，如今年产值400亿元，在湘累
计纳税过百亿元。

“作为一家从湖南走出去的企业，公
司秉承湖湘精神，从湖南走向世界，如今
又怀着感恩的情怀回到家乡。”新华联集
团高级副总裁冯建军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 新华联集团计划在湖南投资近170
亿元，目前投资额已超60亿元，涉及地
产、文旅、科技等领域。

“我把回报家乡作为自己的第一事
业。” 江苏省湖南商会会长周旭洲认为，
湘商不仅要“走出去”，更要“走回来”。

遍布广东、北京、上海等地的郴商们
纷纷回到故乡参加盛会。 在湘商大会的
分活动第二届郴商大会上， 郴州市与郴
商现场签约合同项目22个，引资157.6亿
元。

借助湘商大会的平台， 海内外湘潭
籍的湘商也汇聚在一起， 举行了“引老
乡，回故乡，建家乡”的座谈会。

长沙橘子洲头，来自10多个国家和
国内20多个省份的200多名青年湘商，
慷慨激昂地发表《青年湘商宣言》：“作为
全球化的新生代，我们牢记齐心共赢，誓
言不负乡土。”

回“湘”的热潮涌动。目前，海内外湖
南商会已发展到345家，拥有会员企业6
万多个， 湘商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了解
湖南的名片， 也成为推动湖南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力量。

合作共赢，500强青睐湖湘热土

湘商大会从2007年第一届成功举
办以来，前7届累计吸引参与的重点客商
1.5万人，引进资金超过6500亿元。今年，
仅开幕式现场，签约投资合同项目达22
个，总投资金额903.4亿元。

在开幕式重大项目签约仪式上，中广
核集团与省政府签订了本次大会第一个
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打造具有
示范引领作用的发展平台，推进清洁能源
产业、军民融合产业、金融产业以及装备制
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中广核与湖南省有着良好的合作基
础与合作前景，非常愿意来湘投资。”中广
核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谭建生表示， 此次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 中广核集团将助力湖南
清洁能源产业发展， 同时发挥中广核行业
龙头和国际化优势， 带动湖南省装备制造
建设和发展，共同“走出去”。

据了解， 中广核集团是国内第二大
清洁能源集团，也是我国最大、全球第五
大核电运营商。 中广核在湘大力发展新
能源业务，目前已建成风电项目10万千
瓦、 完成投资12亿元， 在建项目5万千
瓦； 列入风电核准计划项目共计47万
千瓦，今年拟再开工项目17万千瓦。

“在湘发展的7年中，星巴克公司见
证了湖南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 有幸成
为了湖南加快发展的参与者、 创新发展

的助力者和开放发展的受益者，并切身体
会到湖南这块热土上发生的深刻变
化———产业环境更加良好、投资环境更加
优化、发展环境更加开放。”星巴克中国中
西部区域公共事务总监龚明回望星巴克
入湘的7年，表达了继续加强与湖南合作的
意愿。星巴克是世界知名的专业咖啡烘焙
商和零售商， 目前在湘门店数已超过40
家。

沃尔玛今年在长沙开设了山姆会员商
店， 这是山姆会员商店第一次进入中国内
陆省会城市。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
监余立琴表示， 沃尔玛计划把区域总部设
立在长沙，未来5年在长沙的投资将翻番。

九龙仓中国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主席周
安桥极为看好湖南的市场前景， 九龙仓在
长沙投资的项目，以香港海港城为蓝本，且
规模远超香港本部， 投资额相当于九龙仓
在苏州、无锡、重庆3个城市的投资总和。

随着资源、区位、环境、政策等优势
进一步凸显， 湖南已成为吸引海内外资
金、技术、人才的投资创业热土。近年来，
我省已成功引进了上汽大众、 广汽菲亚
特、九兴控股、蓝思科技、富士康、花旗银
行等一批大项目。据统计，目前世界500
强落户湖南的已达19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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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湖南）———加纳
经贸洽谈会在长举行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孙晨晖）今
天，中国（湖南）———加纳经贸洽谈会在长沙举行，为进一步
落实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加强中非经贸领域务实合作，为
中加两国企业家创造更多投资合作机会搭建平台。

在现场的企业对接洽谈环节，双方企业代表进行了深入
交流与洽谈。应邀嘉宾就“建立值得信赖的经济合作伙伴关
系”开展了精彩对话，来自三一重工的企业代表同与会人员
分享了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经验，加纳财政部副部长
阿贝纳·奥塞-阿萨雷介绍了“加纳投资法律与监管框架”。

会上， 省贸促会与加纳工业协会签署了友好合作备忘
录，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交流与沟通，促进湖南与加纳在
经济、科技、文化、投资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湖南杂交水稻
研究中心与加纳科技工业研究委员会库马西农作物研究所
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 双方将开展杂交水稻发展与示范合
作，加速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促进两国水稻业发展。

近年来，中非关系不断升级，中非经济合作发展迅猛。据
了解， 目前非洲已成为湖南开展经贸合作的重点和热点区
域。截至今年7月，湖南在非洲地区投资设立企业110家，中方
合同投资额7.5亿美元；非洲是我省对外承包工程份额最大的
地区。加纳地处西非，素有“可可之乡”和“黄金海岸”的美誉，
目前，中国已成为加纳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最大的外资来源
地，2016年两国贸易额达到59.76亿美元。

加纳共和国第一夫人丽贝卡·阿库福－阿多、 加纳共和
国驻华大使爱德华·博阿滕等出席会议并致辞。

此次活动由省贸促会和加纳驻华大使馆联合举办，是省
贸促会“新湖南·新丝路”系列经贸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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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加码”
前10月同比增长15.4%，长沙、湘潭、
常德最受开发商青睐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彭雅惠）限购升级，湖南商
品房销售增速持续下降，而开发商投资热情依然高涨。今天，
省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1月至10月，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同
比增长3.6%，比前三季度回落3.8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完成
投资同比增长15.4%，比前三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开发资金主要投向商品住宅，前10个月投资
额达1694.03亿元，同比增长14.2%；商业营业用房完成投资
515.33亿元，同比增长11.4%，增速比前三季度降低1个百分
点；办公楼完成投资131.38亿元，与去年基本持平。

在各市州中，长沙仍是开发商最看好的地区，在连续出
台限购政策的背景下， 1月至10月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
省总额的47.2%，同比增长22.4%。湘潭、常德则是“新贵”，房
地产开发投资增速领跑全省，分别为39.2%、38.2%。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邓晶
琎） 记者今日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自
今年4月在全省开展道路运输安全“隐
患清零”行动以来，截至10月底，全省共
排查整改隐患35.78万个，停运整顿营运
车辆983台，依法关闭取缔企业32家。

我省从今年4月起至10月底， 开展
道路运输安全“隐患清零”专项整治行
动。整治范围为：省道路运输管理局通
报的和公安交警部门抄告的“两客一
危” 驾驶员的违法违规信息；2017年春
运期间，省春运办、省交通运输厅下发
的3个通报中涉及道路运输至今仍未整
改到位的问题；“6·26” 事故以来各市
州、县市区发现的至今仍未整改到位的
违法违规行为；省、市、县交通运输部门

和运管机构以及各道路运输企业，在日
常行业管理工作中新发现的道路运输
违法违规行为等安全隐患。

截至10月底，全省共排查整改隐患
35.78万个，列入从业人员“黑名单”174
人，移送公安机关追究驾驶员刑事责任
17人，停运整顿车辆983台，依法关闭取
缔企业32家，没收非法所得及行政罚款
1634.615万元。 全省超速驾驶车辆数从
行动前的32.8万台次降至354台次，下降
99.89%。

目前，省交通运输厅安全监督管理
处正根据“隐患清零”行动成果，编制
《湖南省道路运输安全“隐患清零”管理
办法》， 以加强道路运输安全常态化和
长效化监管。

携手新湘商 谱写新篇章
———第八届湘商大会暨第五届湘南投洽会综述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张尚
武 通讯员 李书庚 ）11月23日至24日，
全省水产技术推广职业技能竞赛在湖南
农业大学举行。 来自长沙市队的邹烈星
获个人总分第一名，将授予“湖南省五一
劳动奖章”的荣誉。

据悉， 全省水产技术推广职业技
能竞赛每两年举办一次，这是第二届。
本届竞赛共有14支代表队42名选手参
加， 他们都来自全省基层水产技术推
广系统，以市州为单位组队，竞赛内容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和现场操作考核两
部分。经过两天的激烈比武，长沙市队
的邹烈星、冯泽民、陶聪分别获个人总

分前3名；长沙、郴州、湘潭分别获团体
总分前3名。在此基础上，我省将遴选3
名选手组队参加“2017年中国技能大
赛———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
第二届全国水产技术推广职业技能竞
赛”。

省农委副主任、 省畜牧水产局局长
袁延文为获奖选手颁奖时称，近年来，我
省大力开展渔业主导品种保种选育、重
大疫病防控、质量安全、生态环境保护、
装备设施与技术等领域科研攻关， 取得
一大批重大成果。通过比赛提高技能，将
促进技术“入水进塘”，加快现代渔业提
质升级。

全省道路运输安全整治出成效
停运整顿营运车辆983台

超速驾驶车辆台次下降99.89%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张尚
武 通讯员 尹志伟 周小红）11月23日，
邵阳市国土局土地储备中心工作人员
李琼拿着项目土地出让价款收入材料，
到邵阳市财政非税局办理手续，经过审
核，不到半个小时，她就看到了盖有“国
库业务转讫”电子印章的《缴款书》回单。

邵阳市作为湖南非税收入收缴电子
化管理改革试点，成功实现了非税收入缴
库电子化，标志着我省进入非税收入电子
缴库时代。李琼说：“今年财政部门推出移
动缴费服务，缴款方便又快捷。”

国家财政部年初要求：2020年前，地
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全面推行非税收入收
缴电子化管理改革。邵阳市作为我省非税

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改革试点地区，将国
库集中支付业务电子化与非税收入收缴
业务电子化整合到一个平台，以人民银行
国库信息处理系统为通道，与非税收入征
管系统对接，通过电子凭证库成功实现非
税收入缴库电子化。

据了解，非税收入电子缴库，工作
人员只需通过电子凭证库，把缴款书内
容形成电子数据，经代理银行传送到人
民银行。代理银行依照电子数据将非税
资金缴入国库，人民银行则根据材料进
行确认，将缴库确认结果反馈至财政非
税局和代理银行。 该模式既方便快捷，
还解决了人工缴库带来的缴库不准时、
信息不对称、资金监管不到位等弊端。

全流程在线管理
湖南非税收入实现电子缴库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刘园园）今
天上午，湖南邮政“盛世生肖·猴吉狗旺”首届集藏嘉年华狂
欢日活动在长沙举行。

本次活动以盛世兴收藏为主题，以普及传统文化、关爱
社会和感恩礼惠广大企业客户为宗旨。 活动为期一个月，设
“集藏狂欢日、集邮与收藏、集邮与少年、集邮与老人”4个主
题，开展邮政网点小型品鉴会及沙龙、青少年集邮基地建设、
少年绘画书信比赛、关爱老年人公益讲座、免费提供上门订
报和办理新邮预订业务等主题日活动。

活动现场，湖南邮政除对一票难求的80版猴票（整版、四方
连、单枚）进行出售外，还将预售戊戌年邮票金（金条、金砖）等
邮品。集藏者能与80版猴票雕刻大师姜伟杰近距离交流，听他
讲述80版猴票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并一起畅谈邮票文化。姜
伟杰还将对活动现场销售的邮票邮品予以鉴定和签名留念。活
动现场将展出各类珍稀邮品、集藏真品62种。

80版猴票等你抱回家
湖南邮政首届盛世集藏嘉年华活动启动

水产技术“入水进塘”
全省水产技术推广职业技能竞赛

决出冠军

亲子游戏 爱国强军
11月24日， 长沙童乐幼儿园和金色阳光幼儿园举办别开生面的“海陆空三军

演习” 亲子活动， 通过形式多样的亲子游戏， 培养孩子积极进取、 勇敢坚强的优
良品质， 让孩子们了解中国的强国梦、 强军梦， 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孟姣
燕 通讯员 王建军）赏雪景迎福气，逛民
俗乐狂欢， 品美食吃年味， 泡温泉解疲
惫，避高峰享优惠。今天，记者从2017年
张家界冬季旅游推介大型主题活动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 从2017年12月1日至
2018年3月2日，张家界市将开展大规模
的冬季旅游营销活动， 推出十大主题活
动、六大优惠奖励政策。

“冬游张家界” 十大主题活动包
括：首届中国张家界亲子旅游节；中国
张家界首届创意视频大赛； 中国张家

界首届网友最喜爱的十大美景、 十大
特产评选； 中国武陵山片区首届房车
旅游展； 全国优秀环卫工作者免票旅
游公益活动； 中国张家界首届国际诗
歌旅游节；直播张家界，快乐过赶年；
冬泳张家界，快乐温泉节；张吉怀旅游
联合促销； 中国张家界第二届武陵盆
景-赏石旅游博览会。

同时， 张家界出台六大优惠和奖
励政策。除春节黄金周外，张家界所有
景区、 索道、 观光电车执行冬季优惠
价。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对获得县级
以上（含县级） 劳模称号和政府表彰
（含政府嘉奖和记功）的优秀环卫工作
者、 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执行免票政
策。 对于积极宣传推广张家界并为张

家界带来游客的旅行社、旅行商，给予
最高10万元的奖金。 张家界国家森林
公园对旅行社团队实行景区大门票
“10奖1”政策。在张家界举办大型会议
的团队与专列，除了优惠政策外，给予
现金奖励。

“冬游张家界”是一次全面展示张家
界自然风光、 民族风情的旅游文化综合
性盛会，将为中外游客带来超值体验。张
家界市副市长欧阳斌说：“张家界将集全
市之力，把‘冬游张家界’打造成世界知
名旅游文化品牌。”

十大主题活动，六大优惠政策
冬季张家界邀您来游玩

哈罗单车长沙用户可“信用开锁”
与支付宝合作，“芝麻信用”分高于650
分即可免押金骑行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曹娴）哈罗单车（Hellobike）
今天在长沙发布，哈罗单车在长沙全面开启“芝麻信用”免押
金活动，凡是支付宝“芝麻信用”分高于650分、在长沙的哈罗
单车用户，均可享受支付宝扫码免押金骑行的优惠。

哈罗单车今年2月进入长沙试运营。据介绍，目前长沙地
区已投放单车12万多辆。哈罗单车已投放120多个城市，长沙
为首个开启“芝麻信用”免押金活动的城市。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以来，国内已有悟空、町町等6家共
享单车企业倒闭，行业洗牌加剧，同时共享单车押金难退的
问题日益凸显。各地的共享单车行业落地政策，免押金导向
越来越明显。10月份，《长沙市促进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规范发
展的指导意见（试行）》出台，明确鼓励企业免押金。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彭雅
惠）安全培训不到位是安全生产隐患难
根除的重要原因。今天，省安监局发布
通知， 启动全省安全生产培训专项检
查，检查持续至12月中旬。

据悉，专项检查将采取“双随机一
公开”形式，对市县安监部门依法依规
进行安全培训监管、 落实安全培训工
作、 规范安全培训秩序等情况开展检
查；对安全培训机构培训内容、培训档

案及教材使用等情况开展检查；对安全
生产资格考试点人员配备、考试设备设
施配备及运行、具体考务工作等情况开
展检查；对高危行业企业管理者安全生
产知识考核情况、作业人员持操作证上
岗情况、 强制性岗前安全培训情况、安
全培训投入及建档等情况开展检查。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省安监局将责
令相关单位限期整改并进行复查,对逾期
仍未改正的,依法依规给予行政处罚。

我省启动安全生产培训专项检查
市县安监部门、安全培训机构、安全生产资格

考试点、高危行业企业将接受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