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讯

扩大国际朋友圈，助力湘企“走出去”
“2017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11月16日-�17日将在长沙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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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 九龙仓时代奥莱正
式启动“11月店庆月”活动，以庆祝
其入湘一周年。据介绍，即日起至26
日， 该商场还将陆续推出如全球美
食大派送、 世界国际小丑联盟协会
“欢乐小丑总动员”等精彩表演。

该商场相关负责人介绍，11月
11日至12日两天，消费者可到场参
与“1元尊享美食顶级珍品”活动，除
品尝包括1000只极品鲍鱼、100只
中华老字号烤鸭、 西班牙伊比利亚
火腿、巴西烤全羊等美食外，还可观
看世界著名桑巴舞蹈天团NEW�
WORLD、 世界国际小丑联盟协会
“欢乐小丑总动员” 带来的精彩表
演。此外，时代奥特莱斯“店庆月”上
还推出了多重促销，如“满1000元
送150元”、“满3000元送500元”，刷
中行卡还可再参与“满1000元减
100元”等活动。

■朱蓉

本报11月6日讯 金融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处于
流通和交换环节， 具有聚
集、融资、分配等诸多功能，
被誉为现代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发动机”。记者从长沙
统 计 局 获 悉 ，2013-2016
年， 长沙金融业增加值由
2012年的231.12亿元增加
到2016年的568.43亿元，年
均增长15.0%， 金融业税收
成为了长沙市税收收入的
主要增长点。

近年来，长沙金融业实
现了平稳较快发展、总量不
断扩大，在全市经济总量中
的份额不断提升。2016年全
市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
重达6.1%， 比2012年提升
2.5个百分点。

随着长沙金融业的不
断发展，金融业税收收入保
持了快速增长，金融业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持续增强 。
2013-2016年，金融业增加
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
5.6%。长沙金融业实现税收
收入由2012年的41.4亿元
增加到2016年的140.08亿

元，年均增长35.6%；金融业
税收占全部税收的比重由
2012年的3.8%提高到2016
年的8.8%，年均提升1.25个
百分点。

2016年末，长沙市金融
机构达到1068家，比2013年
增加823家， 初步形成了以
银行、证券、期货、保险、基
金、财务公司、典当、小贷公
司等机构构成的较为完善
的金融市场体系。

据了解，近年来，长沙
信贷规模迅速扩大，金融机
构存、贷款余额分别在2013
年、2014年突破万亿大关。
从存款看，2016年末全市金
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
额15488.77亿元，占全省的
36.9%，为2012年的1.76倍，
2013-2016 年 年 均 增 长
15.2%。从贷款看，2016年末
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
贷款余额13866.96亿元，占
全省的50.4%，为2012年的
1.63倍，2013-2016年年均
增长13.0%。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焦晨阳

本报11月6日讯 今天上
午， 长沙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
会，宣布2017中国企业跨国投资
研讨会（以下简称“跨投会”）将
于11月16日-17日在长沙举行。
本次会议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
贸促会主办， 湖南省贸促会、长
沙市政府、中国贸促会投资促进
中心共同承办，会议邀请了国内
外政府、商协会、研究机构和企
业代表参会，对投资环境、投资
机遇与挑战，以及中国企业“走
出去” 成功经验等议题进行研
讨，将发起推进国际产能合作联
合行动计划倡议，发布《2017年
度中国投资环境调查报告》。

推动投资领域务实合作

“跨投会” 由中国贸促会
2007年发起并创办，旨在促进中
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是当
前中国贸促会积极落实“一带一
路”重大倡议、推动各国工商界
开展投资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
平台和举措。

本届跨投会以“开启‘一带
一路’ 跨国投资与服务新时代”
为主题，共设6个环节，主要活动
包括开幕式、报告发布与授牌仪
式、主旨演讲与对话，“跨国投资
趋势”“国际产能合作”两节全体
会议，“农业对外合作”“境外经
贸合作区”“跨国投资服务”“智
能制造”四节分组会议，以及澳
大利亚、塔吉克斯坦两场国别介
绍暨项目对接会。

长沙重点推介“智能制造”

湖南省贸促会副会长傅丹
舟介绍，截止到2016年12月底，

湖南省累计共核准（备案）境外
企业1348家， 涉及87个国家和
地区， 累计合同投资总额219.8
亿美元，居中部六省第一，全国
第十。2016年共实施跨国并购
33起，中方并购合同金额33.5亿
美元，同比增长20.6%。2016年，
全省新批外商投资项目661个，
实际使用外资128.52亿美元，同
比增长11.1%。2017年1-7月全
省实际使用外资83.96亿美元，
同比增长12.4%，今年新引进世
界500强企业投资项目8个。截
至目前，在湘投资的世界500强
企业达193家。在长沙举办“跨
投会”是湖南实施开放崛起战
略的一项重要行动，将有力促
进湖南实现从内陆大省向开
放强省转变； 是推介湖南、开
展引资引智的一个重要平台，
是湖南企业“走出去”的一次契
机。

长沙此次“跨投会”重点推
介“智能制造”。长沙市副市长
邱继兴介绍， 为打造长沙制造
升级版，建设“国家智能制造中
心”， 长沙将实施“三步走”战
略： 第一步， 三年打基础。即
2018-2020年，智能制造发展基
础和支撑能力显著增强，优势产
业龙头企业基本实现数字化制
造； 第二步， 三年扩示范。即
2021-2023年，智能制造支撑体
系基本建立，优势产业企业智能
转型基本实现；第三步，两年树
标杆，即2024-2025年，全市制
造企业基本实现智能化，智能制
造支撑体系完善，基本建成“产
业智能化先行区”、“智能产业化
引领区”和“高端智能装备知名
品牌聚集区”。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任洁露

时代奥莱入湘一周年
为您带来多重惊喜

年均增长35.6%，2016年已超140亿

金融业成长沙税收主要增长点

6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国经常
账户和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
呈现双顺差， 储备资产增加。我
国国际收支状况稳健，跨境资金
流动形势进一步回稳向好，未来
国际收支总体平衡的基础将更
加坚实。

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国经常
账户顺差1063亿美元，与同期国
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1.2%。
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顺差
3354亿美元，其中，货物出口和

进口同比分别增长10%和17%，
显示内外需持续改善带来外贸
回稳向好。

与此同时，前三季度，我国
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顺差608
亿美元，可比口径上年同期为逆
差3891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
呈现净流入213亿美元， 上年同
期为净流出798亿美元， 具体来
看， 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648亿
美元，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
861亿美元， 双方向均继续保持
一定规模。

■据新华社

前三季度我国跨境资金
流动形势回稳向好

减资公告
根据 2017 年 11 月 6 日株洲市
名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800 万减至 40 万元， 现予以公
告。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联系
人：贺女士，电话：15386238790

◆龚籽瑶（父亲：龚创，母亲：曾
昭）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Q430559823，声明作废。

◆阮丽娟（台胞证 01996025）遗失湖
南新达美梅溪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的收据，编号 003900，
金额：2272715 元,声明作废。

◆聂亚星遗失湘潭大学兴湘学
院 2010 届财务管理专业毕业
证，证号：125991201405000216，
声明作废。

◆杨立国遗失执业医师资格证证
书 , 编 号 :199843110432930770
125111,声明作废。

◆蔡小艳遗失南华大学毕业
证，编号 105551201205761715，
声明作废。

◆张丹丹（身份证号码 430224
198407090027，） 遗失 2010 年职称
英语理工 A级成绩单，现声明作废。 尊敬的刘奇正先生：

您于 2013 年 12 月 25 日向我公
司定购的崇和中苑 3 栋 203 号商
品房， 至今未依约支付余款肆拾
玖万零叁佰肆拾陆元整（人民币
490346），给我公司房屋销售和资
金流转造成了妨害。 请您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前， 到崇和中苑 46
栋 103 室（乐坪大道东， 市人大
旁）交纳购房余款。 如您逾期仍未
交纳，我公司将解除定购约定，另
行出售该商品房， 并依法处置定
金，追究责任，维护权益。

特此公告
联系人：赵刚
联系电话：13973858248
娄底市金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5 日

关于催收购房余款的公告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资讯类 50元/行、公告类 60元/行 每行按 13个字计排

◆钟佳媛（父亲：钟健，母亲：吴
莎）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419070，声明作废。

◆杨国有 11 月 5 日遗失二代身份证
43128119961022381X，声明作废。

◆张语辰（父亲：张传超，母亲：
谭功娟）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687200，声明作废。

◆王野（母亲：黄琼，父亲：王二
军）遗失出生证医学证明，编号：
O430837098，声明作废。

◆匡玉丽 (身份证号码 :430426
198302197243)遗失湖南涉外
经济学院毕业证书 ,证书编号:
123031200506002977,特此声明。

◆刘定安遗失座落于长沙市
天心区竹塘西路 180 号天鸿
小区他城时代公寓 A732 房
权证号 709063617 和他项权
证号 509020775，声明作废。

◆张予阳（父亲：张逸凡，母亲：马
露露）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538279，声明作废。

◆陈锌淼（父亲：陈回泽，母亲：刘
美媛）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300332，声明作废。

◆成钧遗失 1997 年 10 月 28 日颁
发的中级统计专业统计师资格证
书，编号 0009182，声明作废。

◆刘涛（父亲：刘向阳，母亲：李
冬梅）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637750，声明作废。

◆李娟不慎遗失湖南尚格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税务房款收据，
金额：5928 元，票号：600211
66，声明作废。

◆沈文博（父亲：沈科良，母亲：
李琴星）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049745，声明作废。

◆欧阳荣灏（父亲：欧阳志，
母亲：黄伍佳）遗失出生医
学证明，编号：L430675828、
L431067803，声明作废。

◆龙语嫣（父亲：龙祖耀，母亲：李
丽）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326734，声明作废。

◆王江平遗失湖南快点依偎汽车
销售租赁服务有限公司的购车
发 票 ， 代 码 ：143001720660，
票号：01206256,声明作废。

◆钟家圣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
证件号 430822197105270052，
声明作废。

11月6日，一位消费者手提所购商品通过付费闸道付费离店，头顶屏幕
实时显示消费金额。 新华社 图“刷脸”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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