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建设银行与苹果装饰集团
战略合作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办，联
合发起的“免首付、免利息、免抵押”装
修贷款，办理便捷、期限灵活，还不占
用信用卡的额度。 建行总行信用卡中
心、建行湖南、广东、江苏、湖北、陕西
等省行代表，湖南装饰协会、苹果装饰
集团领导出席现场。

据苹果装饰集团负责人介绍，苹
果装饰集团是一家以室内设计为主
体，同时为客户提供包括空间设计、装
修、软装、集成等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
的专业化装饰集团，2003年成立至今，
14年来专注于工程质量和人性化体
验，现旗下拥有25个独立品牌，大小门
店遍布全国27个省份。 值此苹果装饰
集团成立14周年之际， 苹果集团对旗
下所有品牌和门店，为客户提供免息、
免一年手续费、免首付的“三免”服务。

此次， 建行湖南省分行主导和促
进本次与苹果装饰集团的强强联手的
活动， 携手普及便捷优惠的建行装修
分期，对惠及百姓、推动家装行业健康
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罗灵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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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是2017湖南旅博
会开馆的第二天， 展馆中
人头涌涌， 精彩纷呈的表
演、 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
了众多市民前来逛展。市
民在此不仅可以品美食、淘
好货，还能获得最新的旅游
信息，体验房车等旅游新业
态，感受来自全省各地满满
热情的旅游推介。

14市州共绘锦绣潇湘

锦绣潇湘有什么？全
省14个市州争妍斗艳，视
频播放、图片展示 、实物
展销、现场表演，共绘锦
绣潇湘。

侗族琵琶清脆入耳，
瑶族舞蹈神形兼备， 以特
色民俗文化为亮点的邵阳
展馆好不热闹。 郴州展馆
主打小清新， 多角度展现
了郴州“林中之城、休闲之
都”的旅游品牌。娄底展馆
以“湘军故里，传奇娄底”
为主题，重点推介紫鹊界、
梅山龙宫等景区和涟源自
然山水。 东道主湘西馆和
自治州8个县市馆， 老司
城、芙蓉镇、里耶镇等湘西
历史文化古镇吸引了大量
市民前来了解咨询。此外，
“雁遇衡阳”“亲亲常德”
“快乐长沙”等展馆也各具
特色，人气满满。

旅游装备产业首登场

房车游、户外游、低空
游、 水上游……旅游装备
制造展区内一些新业态、
新装备同样极具吸引力。

“哇！好神奇，好想坐
飞机去矮寨。”吉首八小的
学生体验了由中通航翔通

航有限公司展示的AC311直
升机后，激动不已，他们在老
师的带领下利用午休时间前
来观展。

相比直升机， 房车更接
地气， 前来参观体验房车的
市民络绎不绝。 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售价38万元的房车
去年销量有30多台， 市场需
求量逐年提升。 目前， 以房
车、露营地、汽车旅馆等为代
表的自驾游产业链快速发
展，成为旅游新业态。

水上船坞也引发不少市
民的兴趣。 在3米见方售价5
万的迷你船坞中，沙发床、洗
手间、 垂钓设备等布局紧凑
而合理，可谓小而美，可为喜
欢垂钓和亲水游的游客提供
个性化、舒适化的选择。

特色旅游商品任君挑

在众多展馆中， 人气最
旺的莫过于大湘西非遗馆。
侗锦茶枕、苗族银饰、江永女
书、邵阳蓝印花布、湘西蜡染
等国家级、 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吸引了众多市民频频驻
足观赏和购买。

两个精巧的小瓷瓶各分
装一两茶， 再置于手绘手织
的苗族特色包装内， 钱包大
小的保靖黄金茶既时尚又便
于携带，成为“湘西有礼”旅
游商品， 第一批订单就超过
万套。而由“向王”银号锻造
的苗族银饰， 融入了透珐琅
工艺更具特色， 改变了苗族
银饰同质化的问题。

此外，每个展位前，几乎
都有特色食品展销。 临湘莲
子、桂东红茶、岳阳十三村辣
酱等应有尽有， 让游客可以
把美味随身带走。

■记者 梁兴 实习生 李洋

9月20日，望城区长郡月
亮岛第三小学动工仪式在龙
湖·璟宸原著盛大举行。 此次
动工建设，将促进望城区基础
教育设施配套的完善，并将联
合长郡中学优质教育资源，进
一步提高教育配套水平。

长郡月亮岛学校第三小
学（梅园校区）位于望城区月
亮岛街道梅园路与长望路交
叉西北角地块。 学校办学规
模为36个班， 招收学生1620
人， 定于2018年秋季正式开
始招生办学。

承建方龙湖地产长沙分公
司总经理李剑表示， 作为区域
品牌企业标杆， 长沙龙湖的发
展离不开区政府的大力支持，
而长沙龙湖除了创造不俗的业
绩之外， 也更加注重社会影响
和品牌建设。 长郡月亮岛第三
小学选址在三面环山、 环境优
美的谷山森林公园脚下， 相信
在灵山的涵养下会培养出更多
的国之栋梁。 长沙龙湖郑重承
诺一年内保质保量， 为金星北
建设起一座优秀的品牌学校。

■卜岚 经济信息

本报9月20日讯 今日， 衡东县第
四届土菜文化旅游节隆重开幕，为期3
天的旅游节将通过一系列主题活动，
充分展示衡东县以土菜为特色的整体
旅游实力。

当天上午举行的“最多组家庭同
剁黄贡椒” 节目创大世界吉尼斯中国
之最， 下午举行的招商引资签约仪式
场面盛大。9月21日，还将为大家准备
了衡东乡村休闲体验游， 以及农副产
品博览会等活动。晚上，将以一场“衡
东土菜·家的味道”为主题的文艺晚会
为旅游节完美收官。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章焱平 朱义忠

金融创新为湘企“出海”护航
1-7月湖南建行累计为我省涉外企业境外融资5.6亿美元

为贯彻落实我省“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湖南
建行和湖南省商务厅开展了
紧密合作， 双方在确立日常
沟通协调机制的基础上，就
“湘企出海+”信息平台共建、
支持和服务开放型经济实
体、加大出口订单与出口退税
池融资投放等事项，达成了广
泛共识及深度合作意向。

湖南建行行长文爱华介
绍，近三年来，湖南建行通过
内保外贷、内保内贷、跨境融
资风险参与、海外代付、委托
付款等形式为我省涉外企业

在境外融资约36亿美元， 今年
1-7月， 累计为我省涉外企业
境外融资5.6亿美元，企业通过
境外市场的综合融资成本比境
内成本普遍要低 2-3个百分
点，此外，还为中小微外贸企业
发放贸易融资近1亿美元。

“接下来，湖南建行会继续
将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要求
与业务发展进行有机融合，为
湖南企业在全球提供贸易融
资、 资金结算和跨境融资等综
合金融服务， 并尽最大努力降
低融资成本， 以此助力湖南开
放崛起战略。”文爱华表示。

旅博会第二天迎来客流高峰，旅游新业态亮点十足

房车、直升机等旅游装备成“新宠”
衡东县第四届土菜文化
旅游节如期而至

苹果装饰全面启动
建行装修分期贷款

长郡月亮岛第三小学举行动工仪式
预计新增1620个学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和我省“开放崛起”战略的指引，
湖南越来越多的企业想迈出国门， 却常常面临着风险防范、
资金筹措等诸多难题。在此过程中，湖南银行业顺势而为，通
过自主研发、创新应用，为湖南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强有力
支持。

9月20日， 在湖南省发展开放型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组
织的“开放崛起从头越”采访活动中，记者领略了中国建设银
行湖南省分行在主动融合我省“开放崛起”战略中快步实现
国际化转型的风采。

创新为“出海”企业护航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
局有限公司是湖南“走出去”
企业的佼佼者， 先后在马来
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老
挝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
建了70多项工程项目，2016
年公司营业收入近200亿元，
而国际业务占比就超过了三
分之一。 该公司副总经理肖
军直言，“如果没有金融机构
的支持，我们‘走出去’会寸
步难行。”肖军特别提到了湖
南建行的支持。据介绍，目前
水电八局在建行的信贷余额
合计54.68亿元。

近年来，湖南建行先后为
水电八局提供了数十种创新
产品服务，如湖南建行曾联手

建行总行、境外分行、建信资本
等，为水电八局的马来西亚某火
电项目提供了“远期信用证+信
用证项下融资+资金交易”组合
产品， 成功地规避了汇率风险，
并获得了额外丰厚的汇兑收益；
为了支持水电八局“走出去”承
揽项目的短期融资需求，湖南建
行创新地办理了全国建行第一
笔“建票通”业务。

这仅仅是湖南建行为代表
的银行业支持企业“走出去”的
一个案例。 湖南建行等金融机
构在跨境金融业务产品和联动
手段等方面的频频创新， 有效
地推动湖南企业大胆“走出
去”，有力地支持着我省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战略的推进。

“实现战略与业务有机融合”

■记者 杨田风

9月20日，在湖南张家界市桑植县湘小伍葛根生态种植基地，当地农民采收新鲜葛根。 近日，湖南省张家界市
种植的高山葛根迎来大丰收。近年来，张家界依托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旅游资源优势，推广葛根的生态化种植，促进葛
根种植及深加工产业链的发展。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