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2日，位于浏阳的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厂区的手机玻璃生产线。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我省非公有制
经济已成为拉动规模工业效益增长的主导力量。

2016年8月26日至28日，全
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指
派检查组对岳阳大酒店进行了
五星级饭店评定工作，这是全国
星评委首次来岳开展五星级旅
游饭店评定工作。

检查组通过明察暗访、听取
汇报、 对照星标现场检查等形
式，对岳阳大酒店进行了检查评
定。检查组认为，岳阳大酒店是
一家主题文化明显、 装修雅致、
湖湘文化氛围浓厚、员工服务意
识强的酒店。酒店员工和管理层
对14308版星标的掌握程度很
高，对星标的贯彻和落实付出了
努力，取得了成效。星评专家指
出， 酒店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交
通便利，入则宁静，出则繁华，有
独特的人文景观和旅游资源；酒

店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龙舟
文化主题设计契合地域文化，致
力于营造“洞庭天下水，岳阳天
下楼”龙舟特色文化品牌；通过
四年创星，酒店业主方和管理层
在硬件设施方面给予了大量投
入，酒店管理层在推进品牌市场
化、服务精细化、管理标准化等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酒店安全保
卫工作出色，女保安让人眼前一
亮； 酒店高度重视员工生活环
境、工作环境，在员工宿舍、员工
培训室等方面给予了很大投入；

业主投资人有着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 积极为提升城市形象、服
务地方经济、拉动区域消费发挥
着企业的作用。

检查组希望酒店在延续和
传承中创新管理理念，提高竞争
水平，在创造良好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的同时，为岳阳市打造全
域旅游作出新的贡献。

检查组已完成对岳阳大酒店
五星级旅游饭店的检查评定工作，
评定结果待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
定委员会发布。 ■袁礼成 李维

全国星评委首次来岳开展五星级评定工作

岳阳大酒店接受国评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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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9日讯“在试吃
推广中， 外国友人对这款肉肠
的评价都蛮高。”在前天召开的
新品发布会上， 唐人神集团董
事长陶一山高兴地向记者介
绍， 由该集团携手中国肉类研
究中心研制的猪血豆腐肉肠已
火爆上市，广获点赞。

猪血豆腐肉肠以传统美食
邵阳“猪血丸子”为原型，将多
样食材科学配比，荤素搭配，选
用可溯源冷鲜肉、新鲜猪血、仿
水磨工艺豆腐打造而成。

这款肉肠并非简单的食材
搭配，根据中医理论，猪血豆腐
本身就是一道知名药膳， 猪血
清肠排毒，豆腐调和脾胃，瘦肉

补中益气；猪血富含铁，对贫血
而面色苍白者有改善作用，是
排毒养颜的理想食物。

除此之外， 肉肠不用柴火熏
制，采用特殊工艺加工而成，盐度
适中，有“香咸带甜，肉质饱满”的
特点。 柱状的猪血豆腐肉肠相较
蛋状的“猪血丸子”，更易切割烹
饪， 简单加工几分钟便可直接食
用。

“实现中式西做、西式中味
的创新突破， 为现代人解除爱
吃肉食担心身体胖的忧虑。”陶
一山介绍， 这款肉肠已申请产
品发明专利、包装设计专利、生
产工艺专利等五项专利。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于红青

8月20日，东风日产2016年
公益助教行动再次启航， 将回
访过往8年间曾经援助过的贫
困学校， 持续为边远地区儿童
送去阳光、关爱，让爱心延续。

自2009年以来， 东风日产
持续开展了针对欠发达地区师
生进行精神和物质扶助的“阳
光关爱·助教未来” 项目。2016
年东风日产回溯公益初心，“重
走阳光路”， 将再次走进西藏、

甘肃、四川，对过去8年间援助
过的贫困地区学校进行回访，
为师生送去爱心基金和物资。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党委
书记、 副总经理周先鹏表示：
“东风日产秉承一脉相承的企
业公民理念， 坚持一以贯之的
企业公民战略， 通过持之以恒
的公益行动， 影响和带动更多
的社会力量承担社会责任，共
同推动社会进步。”

东风日产“重走阳光路”公益行动启动

唐人神研发升级版“猪血丸子”
外国食客点赞

省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1-7月，湖南规模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6.7%，增速快于全国
平均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全省
规模工业中，非公有制经济增长
9.2%， 比规模工业平均水平快
2.5个百分点，占全部规模工业的
75.5%，已超3/4。

实缴税金
占全省税收比重过半

据了解，今年湖南规模工业
利润总额以1.4%的速度开局，并
逐步提升到上半年的6.9%，效益
回升态势明显。而非公有制经济
作为拉动规模工业效益增长的
主导力量，一直保持平稳发展态
势。

数据显示，上半年，湖南非
公有制经济同比增长9.2%，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12738.03亿元；实
现利润580.43亿元，增长11.3%，
拉动全省规模工业利润增长9.1
个百分点。

省工商联宣传处副处长湛
建阶认为， 在经济新常态下，湖
南非公经济处于“换档期”，由以
前的高速增长进入中低速增长
阶段，作为非公有制经济重要代
表的民营企业，企业本身又在不

断发展，所以目前来讲，非公有
制经济属于相对增长。

而从税收来看，上半年湖南
非公经济实缴税金占全省税收
的比重过半，表明非公经济对湖
南市场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
越大。

同中部地区相比，仍存差距

尽管近年来湖南非公经济
发展较快，但同中部其他地区相
比，仍然存在差距。

湛建阶介绍， 在中部六省
中，湖南非公经济的发展基本上
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但从增加值
看，则基本处于第三位。

“以湖北为例， 湖北无论在
区位，还是工业基础方面，均比
湖南具有优势，”湛建阶表示，由
于地理区位因素，湖南各地区发
展不平衡，湘西、湘南等地区经
济仍比较落后；并且政府过于注
重长株潭地区的发展，而长株潭
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不
明显，因此湖南经济发展提升空
间还很大。

但长远来看，湖南文化创意
产业、 动漫产业等强势发展，新
一批“千亿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并且随着“八纵八横”高速铁路

网项目的实施，湖南的经济发展
将迈上新的阶段，也将带动非公
经济的发展。

融资难、融资贵仍是最大短板

据了解，“融资难”、“融资
贵”仍然是湖南众多企业面临的
最大问题，而对于以民营企业为
代表的湖南非公经济来说，更是
如此。

对此湛建阶认为，造成企业
融资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
完全归咎于政府以及银行方面
的问题，也要考虑企业自身的发
展因素。 比如对于自身发展不
好、未达贷款条件的企业，就不
能单指望靠政府融资，企业也要
有所作为； 建议加快民营银行、
乡镇级银行的成立，加速资金在
企业间流动。

“此外， 企业普遍反映的一
大问题就是政府的‘诚信’问题，
比如说现任领导对前任领导审
批的项目不‘认账’，造成企业开
发资金浪费等等，再就是有些审
批手续多、不及时，政策落实不
到位，用工成本、用水用电等生
产要素增加等等。” 湛建阶补充
说。
■记者 吴虹漫 通讯员 黄陈武

非公经济占我省规模工业“大半江山”
1-�7月统计数据出炉：融资难融资贵仍是最大短板

8月27日，新世界广场媒体
见面会在新世界创邸loft夸克
仓库隆重举行，20余家主流媒
体共聚一堂， 在项目负责人的
带领下，参观库克仓库，了解项
目规划与进度。

“我们的愿景是做一个创
造型的社区， 激活城市的创客
空间。”新世界广场市场发展部
副总经理谢朝云介绍， 作为湖
湘首个港派商业综合体项目，
夸克仓库是由新世界集团投资
的文化创业基地， 致力于为设
计和民艺的初创团队提供众创
空间， 为设计师及手工匠人提

供资源共享、跨界社交、品牌孵
化等专业服务。

在长沙， 众客空间也在逐
渐兴起，但多以互联网、电子商
务为主， 缺少专门为设计师和
手工匠人服务的众创空间。“新
世界夸克仓库的出现将弥补这
一缺憾， 为匠人创客提供实现
梦想的舞台。”夸克仓库联合创
始人孙魁表示。

据了解，新世界广场紧邻长
株潭城铁、地铁4号线，涵盖loft
公寓、Block港式街区及写字楼
等复合业态，未来或将为长沙带
来全新港式生活。 ■卜岚

湖湘首个港派商业综合体亮相

8月27日，壹路巴巴在长沙
打响了水电安全“百团大战”，
并发布全国战略———在国内
100县招募100家企业或个人，
每家投入价值35万元资源，合
伙成立控股“壹路巴巴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共同进军表后端
水电安全服务市场。 湖南壹路
巴巴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双
阳表示，2018年前，壹路巴巴将
投资1.4亿元， 在全国成立400
家分公司， 为更多的市民送去
水电安全服务。

据了解，在我国，因为电气
问题起火的事故每天都在发
生， 而这一趋势还呈现上升势
头。 壹路巴巴用了将近一年时
间，探索出“互联网+水电安全
服务站”、水电安全智能管家产
品APP及其商业模式， 并在长
沙县湘龙社区、 长沙市雨花亭
社区、 星沙经开区和湖南其他
数十个小区成功推广， 对解决
居民表后端水电安全问题具有
开创性的意义。

■记者 蔡平

湘企打响水电安全“百团大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