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23日讯 我省
工业发展速度、 产业结构均
呈现向好趋势。今天，省统计
局发布数据，10月全省规模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
增速比上月加快1.4%， 达到
今年以来第二高位， 也是进
入下半年后我省规模工业单
月增速首次达到7%以上。

数据显示， 全省三大门
类规模工业生产形势全部好
转，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5%， 增速达到今年以来最

高水平；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的生产和供应业发展增速比
上月加快， 采矿业增加值降
幅明显收窄。39个大类行业
中， 有30个行业增加值保持
同比增长。 其中， 汽车制造
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
业对规模工业增长贡献最
大， 三个行业贡献率合计达
45.1%，拉动全省规模工业增
长约3.4个百分点。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凌骞

本报11月23日讯 “作为湖南
人，我们深知，天下商非一家之商；
作为全球化的新生代， 我们牢记齐
心共赢，誓言不负乡土，开启新时代
的新征程。” 今天下午，青年湘商宣
言在长沙橘子洲头发布， 来自几十
个国家和20多个省份的200多名青
年湘商参加了此次宣言发布。

■见习记者 陈柯妤

本报11月23日讯 昨天下午，
第二届郴商大会在郴州召开。

本次推介会成果丰硕， 郴州市
人民政府与美的地产集团、 万达集
团、中京地产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华
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签订3个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现场上台签约合同
项目22个，总投资金额157.6亿元，引
进资金157.6亿元，涉及文化旅游、现
代物流、现代农业、先进制造等多个
领域。 ■记者 梁兴 陈柯妤

第二届郴商大会
签约157.6亿元

本报11月23日讯 今
天， 由36氪旗下的鲸准主办
的大中华区巡回投资周活动
走进长沙， 上百家来自全国
各地的创投机构齐聚长沙看
路演、谈融资。活动现场发布
了长沙地区的创投报告，长沙
共有302家投资机构，数量在
全国处于中等水平， 企业服

务、电商、生产制造等创业项
目最受投资机构青睐。

从长沙近几年创业项目
获得的投资情况来看， 企业
服务领域的创业项目斩获投
资的数量占比最高， 异军突
起的电商行业位居第二，生
产制造和文娱传媒领域则并
列第三。 ■记者 潘显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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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博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县地方税务局 2014 年
12 月 15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
副本，税号为：4301213206804
12；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武县镇南乡宏发矿业开发公
司八一矿遗失临武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02 年 4 月 4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1025100015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武县镇南乡宏发矿业开发公
司八二矿遗失临武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0 年 4月 30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10250000035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武县镇南宏发矿业开发公司
遗失临武县工商局 2009 年 6 月
2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102500000253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珂派珠宝贸易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白皎，电话 13107318678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展辉医院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冷水江市工商局 2015 年
9 月 2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
1381MA4L105B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岳塘区华为建材经营部
遗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
塘分局 2010 年 11 月 29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3
04600068045； 遗 失 银 行 开 户
许可证，核准号 J5530001687
30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市中信建筑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冯宇 13786201031

注销公告
湘潭市现代导游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陈忠久，电话 15273215432

遗失声明
长沙丰翔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遗
失已作废增值税专用发票 1份，
发票代码 4300164130，发票号
码 02015723，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神光烟花新材料有限公司
全体股东于 2017 年 11月 24 日
决定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
了公司清算组。 为保护本公司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应
当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张永良，电话 13907400511

遗失声明
临武县强安葡萄种植专业合作
社遗失临武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7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431025NA
000351X，声明作废。

◆徐少杰（父亲：徐影星，母亲：方
妙丽）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0539412，声明作废。

◆湖南工程学院吉琪格遗失就业
协议书，编号 1161134203723，作废。

遗失声明
经营者：汤国际遗失张家界市
工商局武陵源分局 2006 年 10 月
1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811600005328，声明作废。

◆曾蓁（父亲：曾华荣，母亲：曾
利端）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318625，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新宁县玉祥罐头食品厂经投资
人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企
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戴玉祥，电话：15996382999

解散（清算）公告
中国旅行社总社邵阳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罗成义，电话 15807396089

遗失声明
临武县万水乡塘官铺顺发矿遗
失临武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7
年 4 月 16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43102520001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武县三合乡坦下坪有色金属
矿选厂遗失临武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05 年 5 月 31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102
5000006502，声明作废。

◆易威遗失环球奥特莱斯门面合
同保证金收据 1 份，编号 50246
77，金额 1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宁和暖通设备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遗失宁乡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15 年 7 月 7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1240000564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金鑫门业制作厂（普通合
伙） 遗失涟源市工商局 2015 年
9 月 1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 注册号：431382000017283；
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
号：431382081375751；遗失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
081375751；声明作废。

◆陈苏华遗失军官证，证号:95
98910，特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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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鲁湘（父亲：张自占，母
亲：董凤梅）遗失出生证，证
号 L431018150，声明作废。

◆杨巍（身份证号 4311031996
06200637）不慎遗失车辆合格
证，编号 WAB081782206906，
车架号 LFV2A21K4H42
06906，发动机号 CSS H55
981，声明作废。

◆廖金荣遗失失业证， 证号：
4301050015001462，声明作废。

◆瞿笛扬 2017 年 11 月 4 日遗
失身份证，证号 4306212008062
10068，声明作废。

◆刘文培 2017 年 11 月 4 日遗
失身份证，证号 4201041975080
71661，声明作废。

◆冷桂云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编
号 4307210016000439，声明作废。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会
计与审计专业夏露遗失报到证编
号 20171234330147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 2017 年 11 月 22 日湖南鼎泰
节能设备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
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60
00 万元减至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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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有权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
保。 联系人：蒋可 13298510111

本报11月23日讯 记者
今日从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发布，11月23日凌晨1时，
584头加拿大种猪搭乘波音
747货运包机顺利抵达长沙
机场口岸， 这是继今年6月
18日第一批美国种猪顺利
入境后我省口岸今年第二次
进口种猪， 也标志着湖南进
境种猪长效工作机制的全面
运行。

据了解， 这也是湖南口
岸首次引进加拿大种猪，包
括大白、长白、杜洛克三个品
种， 均是国际上公认的优良
品种，具有肉质好、瘦肉率高
等特点。 在现场确认货证相
符、种猪健康状况良好、运输
途中无异常情况、 舱内卫生
状况合格后， 全部种猪被迅

速装卸至7辆货车，由检验检疫
人员监管运往湘潭县中路铺镇
的指定隔离场， 进行为期45天
的隔离检疫。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介绍，据统计，此次进口种猪
从机场装卸到路途运输、进入
隔离场， 时间总计5个小时20
分， 较6月18日进口节省用时
25%以上， 长效机制带来的提
速明显。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进口
也意味着长沙机场口岸正式
实现种猪进境常态化，成为我
国内陆地区主要的种用动物
进境口岸之一，不仅能满足我
省养殖产业发展需求，还可辐
射中部地区， 有效助推湖南
“开放崛起”。

■记者 杨田风 通讯员 林俊

本报11月23日讯 “很
荣幸拿到了这么有价值、有
含金量的奖。”在今天下午举
行的2017中国中部（湖南）农
业博览会闭幕式上，金健星2
号米等7个产品荣获首个“袁
隆平农业博览奖”。

湖南粮食集团党委委
员、金健米业总裁陈伟介绍，
此次获奖的金健星2号米亩
产可达1100斤， 深受种植户
的喜爱，因口感、色泽俱佳，
备受消费者青睐。“以后会加
大投入， 把好产品推向世
界。”此外，黔阳冰糖橙、玲珑
王·小叶茶、 茅岩莓等6个品
牌产品也荣获了“袁隆平农
业博览奖”。

本届农博会首设“袁隆
平农业博览奖”，并致力于将
其打造成全国农业品牌展会
中的权威奖项。 该奖项参评
对象是地域特色明显， 产品
质量优良，公众信誉度高，已
成为辖区内及企业支柱产业
的产品， 旨在评选农业领域
的杰出代表， 表彰为农业事
业辛劳付出的从业者。同时，

现场还公布了20个农博会设计
奖、42个农博会组织奖和122个
农博会产品金奖。

记者了解到， 本届农博会
共有来自全国各地近3000家企
业参展， 八大展馆中参展产品
超过2万种。 除中部六省外，来
自黑龙江、新疆、西藏、云南、宁
夏、四川等10余省份，以及来自
马来西亚、泰国、俄罗斯等30余
个国家的“土特产”和“洋特产”
云集，为实现“国际农博”打下
坚实的基础。

截至记者发稿时止，本届
农博会实现合同成交和现金
交易总额200亿元， “农博优
品” 网购平台成交额达到100
万元，精准扶贫展区六大电商
为贫困地区销售产品 235万
元 ，高山葡萄 、红薯干 、芦花
鸡、新疆阿克苏苹果等产品连
续多日出现脱销现象，彰显出
湖南省这场规模最大、规格最
高、品种最全、内容最实、范围
最广、客商最多的农业盛会的
累累硕果。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安志平 陈文美

7个产品获首个“袁隆平农业博览奖”
2017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交易总额超200亿

584头加拿大种猪包机来湘“定居”
长沙机场口岸实现种猪进境常态化

哪些创业项目最受投资机构青睐 青年湘商宣言橘洲发布

11月23日，2017年中国中部（湖南）农博会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记者 徐行 摄

10月我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7.5%

汽车、计算机等三大制造业贡献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