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9日上午，2017中国湖
南（第八届）旅游产业博览会暨
湘西旅游产业推介和重点招商
引资项目签约仪式在吉首举办。
总投资额为202.6亿元的18个重
大招商项目以及1个全域旅游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在这次推介会
上集中签约。

从投资额度看，投资上2亿
元的18个， 上10亿元的7个，上
20亿元的4个； 从投资领域看，
农业类2个，文旅类9个，工业制
造类4个；从投资来源看，来自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等我国
发达经济圈的投资商11个，湖
南省内6个。

据悉， 这批签约项目的建
成，将在助推湘西州农村精准扶
贫、发展全域旅游、夯实实体经

济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比如，
湖南百宜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斥
资6.4亿元、预计3年内建成的泸
溪县年出栏30万头生猪养殖精
准扶贫项目，建成后将年产猪苗
30万头、产饲料15万吨、产有机
肥10万吨，出栏商品育肥猪30万
头， 可实现产值15亿元以上，助
推3000户贫困户脱贫，直接安排
就业400人。

工业制造项目落户产业园
区则成为新的亮点。 年产4万吨
铝型材加工项目落户泸溪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将建成10条铝
型材加工挤压生产线和铝门窗
加工生产线，建成投产后年产值
可达3亿元，利税约1200万元，安
置劳动力约300人。

■记者 梁兴 实习生 李洋

■记者 梁兴 实习生 李洋

“咚，咚，咚……”9月19日
上午， 副省长杨光荣与来自全
省14个市州的代表共同敲响了
象征本届旅博会和14个市州的
15面苗鼓，拉开了2017中国湖
南（第八届）旅游产业博览会的
大幕。

经省政府批准， 本届旅博
会由省旅发委、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政府和湖南日报社共同
主办，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承
办，湖南日报社全域旅游有限责
任公司和湖南华声全媒体传播
有限责任公司全程运营。

据介绍， 本届旅博会展期
为9月19日至21日，期间湖南旅
游商品大赛、旅游采风活动、旅
游专场推介会、 湖南旅游装备
制造业论坛等9大主题活动将
相继展开， 全面展示湖南全域
旅游建设成就、 旅游新业态发
展和旅游扶贫成果。

三代鼓王同台“鼓舞”
万人观看

“一场鼓舞，敲得人热血沸
腾。”现场前来观展的市民张春
华说， 今年的旅博会开幕式非
常吸引人。主办方统计，现场观
看本届博览会开幕式的人数超
过了1万人次。

31位男鼓王，18位女鼓王，
用一场华丽的鼓舞， 将开幕式
推向高潮。 而表演暖场节目的
49位鼓王中，最大的60多岁，最
小的17岁，足足跨越三代。

“每一代鼓王都有自己的
特色， 这项非遗之技在不断地
继承和发展中。”组委会负责人
介绍， 本届旅博会开幕式选择
这样一个节目作为暖场节目，
也表达了旅游对湖湘文化薪火
相传的使命和与时俱进的革
新。 这在众多以非遗文化为元
素开发的旅游商品中得以表
现， 也成为本届旅博会展馆内
容的一大亮点。

火辣湘西民族歌舞
引爆全场

“我美丽的家乡，牛角山寨哟，
高岭隔沅酉， 吕洞遥相望……”短
短7分钟，“我美丽的家乡”“扯扯
扯”“拦门酒”三支歌舞轮番登台，
从生活、恋爱、迎客三个方面淋漓
尽致地展现了湘西风情， 也引爆
了现场观众的热情。

到苗家做客要过关、 要喝拦
门酒， 这是苗家人欢迎尊贵客人
的一种古老习俗。进苗寨前，寨门
口或家门口摆上一碗碗米酒，请
客人喝上一碗两碗或一口两口，
同时也会唱祝酒歌。 串烧歌舞中
展现的就是这一场景。

据了解，湘西拦门酒已入选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非物质文
化遗产方面，湘西十分丰富。本届
旅博会上，传统手工艺、民俗表演、
古城遗址等众多非遗内容都将展
出，是本届旅博会重要看点。

大美湖湘山水人文
邀您来看

“70个旅游资源重点县，35
个全域旅游示范县、100个特色
旅游小镇、500个特色旅游村 ，
100家国家级景区，35家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 开幕式上，省
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王超祥
描摹了“十三五”期间湖南旅游
的发展规划。其中，常德桃花源、
怀化洪江古商城、娄底涟源大龙
山等众多的旅游小镇、国家级景
区、特色旅游村均在本届旅博会
上精彩亮相。

“步履不停，风景不停。”作为
东道主，湘西州州委副书记、州长
龙晓华在开幕式上推介了湘西得
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被誉为天下
第一漂的猛洞河漂流、 创下四个
世界第一的矮寨大桥、 还有沈从
文笔下的边城茶峒、 国家地质公
园红石林、世界文化遗产老司城、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凤凰古城……
这些众多的湘西名胜、 历史古城
都将在本届博览会上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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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思、中车
入围全国信息百强企业

据了解， 湖南省围绕产业
链部署创新链、 围绕创新链完
善资金链， 确定重点发展20个
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 先后发
布了新兴优势产业链行动计划
和推进方案。

其中移动互联网创下连续
三年保持100%以上增长的业
绩，企业总数超过2万家，形成
以长沙高新区为主，以株洲、湘
潭、郴州、衡阳等地16个功能性
产业园为辅的产业格局， 成为
湖南省经济新的增长点。

据悉 ，2016年，20个新兴
优势产业链实现产值7900亿
元， 比上年增长16.3%。 预计
2020年达到17000亿元， 占全
省工业产值的30%以上。

省经信委党组成员、 副主
任殷林波表示， 我省将以20个
新兴优势产业链为主要抓手，在
制造强省建设确定的12个重点
产业领域中再打造一批新的产
业链名片。 比如电子信息产业，

2016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2500亿元，蓝思科技、中车时
代入围全国信息百强企业。

三一、中联等
工程机械企业扭亏为盈

省经信委党组书记、主
任谢超英介绍，2016年，全省
淘汰化解煤炭过剩产能2079
万吨、钢铁过剩产能50万吨、
钢铁落后产能128万吨。今年
坚决打击取缔和查处“地条
钢”生产企业12家，涉及产能
345万吨。

今年1-7月，全省规模工
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
中的成本为84.54元，比全国
平均水平低1.18元； 全省规
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979.38
亿元，同比增长18.7%，增速
位居中部六省第二位。三一、
中联等重点工程机械企业在
今年均成功扭亏为盈。

在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同
时， 我省还在同步推进制造
产业的发展。据谢超英介绍，
省委省政府印发制造强省建

设五年行动计划，发布了三批共
150个重点项目。

截至2016年，全省已经拥有
国家级产业园区19个、国家级新
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15个，21
个项目列入国家重大专项，三一
集团、威盛电子、华曙高科等3家
企业被认定为全国智能制造试
点示范企业。

特色军民融合产业格局
逐步成型

积极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
是近年来一大发展趋势，并且已经
上升为国家战略。湖南特色军民融
合产业格局逐步成型，一批军工企
业获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或
相关部委表彰。

据悉，今年召开的湖南军民
深度融合发展推进会，现场签约
项目35个，总投资达211亿元。

谢超英表示，今后，我省将
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军民融合深
度发展战略决策， 按照省委省
政府的部署， 加快军民融合深
度发展。

■记者 黄文成

工业领域千亿产业达到11个
湖南打好转型升级攻坚战，轨道交通装备等已成中国名片

9大主题活动全面展示湖南全域旅游建设成就、旅游新业态发展和旅游扶贫成果

15面“齐心大鼓”敲开湖南旅博会大幕

招商引资，湘西州成功签约202.6亿元

链接

9月19日，中国湖南第八届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吉首市开幕。图为开幕式的鼓舞表演。 记者 唐俊 李健 摄

“从2011年到2016年， 全省全部工
业增加值从8083.2亿元增长到11177.3
亿元， 规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从
25395.6亿元增长到37686.5亿元。”19
日上午，湖南省迎接党的十九大第四场新
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省经信委发布了我

省十八大以来打好转型升级攻坚战、加快推进制造强省建设的相关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按照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要求，以转型升级为主攻方向，

大力发展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加快制造强省建设。装备制造业在2015年成为全省首个
主营业务收入过万亿的产业，2016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1810.96亿元， 工业领域千亿
产业达到11个。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和工程机械， 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亮丽名片。 今年
1-8月，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6.8%，较全国平均水平高0.1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