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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27个项目入选
“全省百大名单”
项目总投资1477亿元，主打文创旅游+“高精尖”
我省环境不断优化
2017年投资呈加速态势

外商注册资本同比增十倍

本报4月15日讯 湖南省2018
年重大产业建设项目名单近日 出
炉。据长沙市发改委消息，长沙共有
27个项目（含打捆子项30个）入选
全省“100个重大产业建设项目”，
其中包括磁浮装备产业项目、 北斗
微芯产业基地、人和未来基因谷、浔
龙河生态艺术小镇等。

今年全省确定实施
111个重大产业项目

湖湘水乡风格的联排别墅群，精致的艺术商业街，“浔龙河模式”展现出
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特色。

今年是我省产业项目建设年，
将着力抓好100个重大产业建设项
目、100个科技创新项目、100个重
大产品的创新，引进100个500强企
业、100个科技创新人才等“五个
100”项目实施。今年全省确定实施
111个重大产业建设项目， 总投资
3772亿元，今年计划投资923亿元。
其中长沙市重大产业建设项目27个
（含打捆子项30个）， 占全省总项目
个数的24.3%； 项目总投资1477亿
元，今年计划完成投资326亿元，占
全省总投资39.2%。
据统计，今年1至3月，长沙全市
27个省重大产业项目完成投资63亿
元，占年度计划的19.3%，占全省一

季度完成投资的37%。其中中兴通讯
长沙基地扩产项目、 长沙黄花综合
保税区建设工程、 烁普新能源汽车
动力锂电池隔膜项目等9个项目建
设投资进度较快，已完成30%以上。

长沙一批“高精尖”
项目入选“五个100”
长沙入选全省“五个100”产业
项目集中在高端装备制造、 电子信
息、新材料、汽车产业、生物医药等
10个领域， 既有楚天科技智能医疗
装备产业园项目、 国家生物育种平
台华智水稻分子育种中心、 三一智
能网联重卡等“高精尖”项目，也有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 长沙黄花
综合保税区、 中南大学科技园 （研
发）总部等重大片区建设项目。其中
中南大学科技园（研发）总部项目位
于岳麓区岳麓街道桃花岭村， 以创
核（总部科技大楼）、创街（高新研发
区）、创坊（产业孵化区）为核心，打
造集总部办公、 研发孵化、 国际交
流、成果展示、教育培训、公共配套
于一体的高品质科技园区； 浔龙河
生态艺术小镇（二期），位于长沙县，
重点建设长沙县北京师范大学浔龙
河附属学校、“浔龙河麦咭亲子水上
世界”项目、田汉戏剧文化园、田汉
戏剧文化研学基地、 国防教育基地
■记者 陈月红
项目。

4月14日， 湖南省工
商局发布《2017年湖南省
市场主体发 展报 告》。数
据显示， 截至2017年底，
湖南各类市场主 体总 量
突 破 300 万 户 ， 增 长
15.6% ； 其 中 ， 企 业 71.18
万户，增长20.0%；注册资
本（金）突破6万亿元，增
长33.3%。报告认为，随着
我省商事制度改 革深 入
推进， 改革 红利 不 断释
放，为全省经济稳定增长
奠定了扎实的市场基础。
受金融危机和外商
投资优惠政策取消 的 影
响，2010年至2013年间，
我省外商投资经历 持 续
调整。2014年以来， 受益
于投资环境的不断优化，
湖南外商投资又 开始 持
续 回 升 ，2017 年 呈 现 加
速态势，外商投资额大幅
增长。
来自 省工 商 局 的 统
计数据显示，2017全年，

我省新登 记注 册 外商 投
资 企 业 1029 户 ， 增 长
21.3%，注册资本2499.68
亿元，增长10倍，投资金
额6953.51亿，增长4.8倍。
截至2017年底，全省实有
外商投资企业7733户，增
长15.8%。
此外， 受全省深化
“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
创业创新环境的影响，我
省投资办企 业 的门 槛进
一步降低，民间投资活力
得到有效激发，私营企业
登记注册数 量 和注 册资
本（金）增长强劲，成为投
资创业的主力军。
报告数据显示，2017
全年，我省新登记注册私
营企业15.14万户， 增长
17.4%，注册资本（金）总
额 8771.67 亿 元 ， 增 长
22.2%， 分别占全部新登
记 注 册 企 业 的 94.0% 、
66.1%。
■记者 朱蓉

工行养老金理财产品湖南上市
—助力稳健积累养老资产
——
2001年到2020年是我国快速老龄化阶段，中国将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
快，65岁以上人群占比从7%增长到14%。据OECD（经合组织）预测，我国人口总量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14.53亿人，65岁以上老年人数量达到2.4亿人，占总人口的16.20%。我
国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为5000-10000美元，而我国还不到1000美元，如何安全稳健地积累及管理养老资产是所有人都需要面对的
实际问题。近日，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多款养老金理财产品，助力湖南人民养老保障。
据工行湖南省分行养老金相关负责人介绍 ，工行湖南省分行推出的“如意人生”系列养老金理财产品主要是该行面向湖南地区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及个人客户的薪酬福利资
金、员工激励计划资金、企业年金资金、职工互助基金、企业慈善基金、最低生活保障金、保险资产等资金保值增值需求开发设计的银行理财产品。
据了解，该行法人养老金理财目前共有6大类，13小类产品，每日、每周、每月固定开放，开放期间可按需申购；购买渠道客户可通过企业网上银行及各分支机构网点购买，个人
养老金理财配备4款产品，任一工作日开放，开放期间可购买，购买渠道客户可通过个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购买。
具体产品详情如下表：
分档计息型产品（10万起购）
如意人生I（A款）
如意人生I（B款）

持有时间
1个月-5个月
6个月-11个月
12个月以上
1个月-5个月
6个月-11个月
12个月以上

预期收益率
4.55%
5.05%
5.20%
4.55%
5.05%
5.20%

开放日：A款月初开放一次申赎 （月初第三个工作日），B款月中开放
一次申赎（每月20日，遇非工作日顺延）。
赎回规则：资金可申请在任一开放日赎回。
计息规则：存续满一年未赎回，按对应赎回收益率分红，并将红利连
同原本金结转为新增本金。结转后存续时间从零计算。

净值型产品（10万起购）
如意人生Ⅳ（A款）
如意人生Ⅳ（B款）

申赎开放频率
按周
按月

业绩基准
4.00%
4.20%

开放日：A款每周开放一次申赎（每周一，遇非工作日顺延），B款每
月10号开放一次申赎（遇非工作日顺延）。
赎回规则：资金可申请在任一开放日赎回。

稳利型产品（10万起购）
如意人生Ⅴ

滚动期
12周
24周
48周

业绩基准
4.80%
4.90%
5.10%

开放日：每周二、周五为集中成交日。集中成交日及集中成交日前一
日均须为工作日，如遇非工作日，自动顺延至下一集中成交日。
赎回规则：资金到账日为投资周期结束次日，即投资周期结束后的
第1个集中成交日。

增利型产品（10万起购）
如意人生Ⅲ（A款）
如意人生Ⅲ（B款）
如意人生Ⅲ（C款）
如意人生Ⅲ（D款）
如意人生Ⅲ（E款）
如意人生Ⅲ（F款）

锁定期
12周起
24周起
36周起
9周起
18周起
48周起

预期收益率
4.70%
4.90%
5.00%
4.60%
4.80%
5.05%

开放日和锁定期：每周三为申购赎回集中确认日（如遇非工
作日顺延至下周三）， 如锁定期内存在周三为非工作日的情
形，则锁定期自动延长。
赎回规则：资金存续满锁定期后可申请在任一开放日赎回。
期限定制型产品（100万起购）
随心E

持有时间
28-83天
84-167天
168-349天
350天以上

业绩基准
4.60%
4.90%
5.00%
5.10%

开放日：自产品起始日（不含当日）起的每个国家工作日为开
放日，开放日的9:00至17:00为开放时间。认/申购时，需自主
选择确定该笔理财资金的预约到期日， 申购确认日至预约
到期日最短为28个自然日，最长不超过2年。
赎回规则：预约到期日赎回。

个人稳利产品
如意人生Ⅶ

滚动期
91天
360天
720天
999天

业绩基准
4.65%
4.95%-5.00%-5.05%
5.00%-5.05%-5.10%
5.05%-5.10%-5.15%

销售对象：个人养老金客户。
销售渠道：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客户需先行登陆网上银
行/手机银行，方可查询和购买相关理财产品。
认购起点金额：91天产品为10万元起购，360天、720天、999
天产品为5万元起购，认购金额以1000元的整数倍递增。
产品购买：T日购买，T+1日确认，T+1日扣款。确认扣款日
若遇非工作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计息规则：对于91天产品，业绩基准为4.65％；其他三款产
品的业绩基准根据客户购买金额进行分档。
360天产品：5万（含）-50万元（不含），4.95％；50万元（含）
-100万元（不含），5.00％；100万元（含）以上，5.05％。
720天产品：5万（含）-50万元（不含），5.00％；50万元（含）
-100万元（不含），5.05％；100万元（含）以上，5.10％。
999天产品：5万（含）-50万元（不含），5.05％；50万元（含）
-100万元（不含），5.10％；100万元（含）以上，5.15％。

注：产品利率以实际购买时理财产品说明书披露利率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