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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长沙市岳麓区举行
2020产业政策集中兑现暨百日
竞赛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活动。现
场， 岳麓区集中兑现产业扶持奖
励资金3362万元，发布“岳麓政策
通”平台；国华能源、贵州建工、火
星文化等16大项目集中签约，总
投资达29.9亿元。

“岳麓区文化底蕴、 产业基
础、营商环境等条件优越，我们
很愿意在这里为企业安家。”当
天，谈及“安家”在岳麓的规划，
深圳泛海统联高端精密仪器
（湖南）研发生产基地项目董事
长杨虎如此表示。 本次签约他
们投资5亿元，其中一期投资约
2.5亿元， 主要建设MIM+AM
（3D） 研发中心生产加工基地、
医疗民生及电子产品的研发和
智造中心。

“看了不少地方， 综合比较

后，最终决定落户岳麓区。”深圳市
拓普联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肖岚受访时介绍，此次签约岳麓
区，项目总投资7.3亿元，一期投资
4亿元， 主要建设网络通讯高速连
接器研发生产基地、产品检测实验
室等。

活动现场， 国华能源湖南区域
总部、贵州建工华南区集采中心、火
星文化全国第二总部等共16个重大
产业项目集中签约， 总投资29.9亿
元，涵盖检验检测、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电商直播、 教育科技等领
域。 其中， 投资10亿元以上项目1
个，亿元以上项目10个。

活动现场， 长沙市岳麓区发布
了“岳麓政策通”微信小程序，部分
项目可实现“企业即报、部门即申、
领导即批、奖励即兑”，最快可24小
时兑现。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章迎春

此次沪洽周聚焦湖南重点
产业、重点园区、重大项目。如湖
南先进制造业推介工程机械产
业和轨道交通产业、 湘潭经开
区；湖南科技创新推介岳麓山大
学科技城、 马栏山视频文创园；
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六市州各主推一个重点产业、重
点园区或重点项目，都是引以为
傲的“湘字号”。

当天举行的湖南投资环境
及重点产业推介会是此次沪洽
周的主体活动，通过网络直播的
方式向全球展示湖南投资环境。
推介会上，荷兰夸特纳斯集团董
事局主席杨·哈克还通过现场连
线，对中国政府及湖南省政府积
极有效抗击疫情的措施表达了
赞赏和感谢：“尽管新冠病毒正
肆虐全球，但我们在长沙的投资

进展顺利。” 他说：“湖南长沙是商
贸物流集散地的‘明珠’，地理位置
优越，水陆空综合交通体系立体衔
接，交通便利，十分高兴能继续在
长沙投资。”

推介会面向全球发布了497个
省级重点招商项目，涵盖基础设施、
新型工业化、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
等四大类，总投资约1.8万亿元。

今年以来， 我省广泛对接长三
角及全球投资商， 大力推动洽谈合
作， 本次沪洽周全省共签约省级项
目318个，总投资2930亿元。其中，
复星金融科技城、万魔声学智造、亚
琦商贸城、 智行者无人驾驶总部基
地等27个重大项目在现场进行了集
中“云签约”，总投资582.6亿元。

同时，“湖南招商云平台” 在当
天上线，标志着湖南招商引资由“面
对面”变成了“屏对屏”。

本报6月29日讯 试点
注册制的创业板迎来了首
位湘籍考生。6月28日晚，
深交所官网披露了创业板
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的第四
批受理企业， 包括湘企安
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安克创新”）在内的
26家企业在列。

安克创新成立于2011
年， 注册地位于长沙市高
新区， 主要从事自有品牌
的移动设备周边产品、智
能硬件产品等消费电子产
品的自主研发、 设计和销
售， 是全球消费电子行业
知名品牌商， 产品主要销
往海外， 主营业务收入的
97%都来自于境外销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安
克创新在全球范围内已取
得7个发明专利、124个实
用新型专利和389个外观
专利。

早在2016年， 安克创
新的前身湖南海翼电子商
务股份有限公司在新三板

挂牌上市。2018年，安克创
新宣布在新三板终止挂
牌。摘牌后不久，安克创新
便开始筹备创业板IPO。

财务数据显示， 近年
来， 安克创新业绩保持着
高速增长，2017年至2019
年， 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39.03 亿 元 、52.32 亿 元 、
66.55亿元， 年复合增长率
达30.58%； 年度净利润分
别为3.29亿元、4.27亿元和
7.2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
达48.21%。

招股书显示， 安克创
新拟公开发行不超过4100
万股，拟募集资金14.15亿
元， 将全部用于公司主营
业务相关的项目及主营业
务发展所需的营运资金，
包括深圳产品技术研发中
心升级项目、 长沙软件研
发和产品测试中心项目、
长沙总部运营管理中心建
设和升级项目、 补充运营
资金项目等。

■记者 潘显璇

长沙岳麓区16大项目集中签约

面向全球直播，497个项目伸出橄榄枝
2020“沪洽周”启幕，27个重大项目“云端签约”，总投资额582.6亿元

6月29日，2020湖南—长三角经贸合作洽谈周（简称“沪
洽周”）在长沙开幕，发布了497个省级重点招商项目，总投资
约1.8万亿元。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此次沪洽周首
次以线上线下结合、面向全球同步直播的方式举办。

■记者 潘显璇

当天，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专场推介会也在长沙举行。

推介会上，示范区6市州各主
推一个重点产业、 重点园区或重
点项目， 争取一批新的重大产业
项目签约落地。比如，邵阳市是重
点介绍先进装备制造产业、 电子
信息产业和新经济， 打造湘中湘
西南先进装备制造基地。 永州市
则是要以电子电镀产业为切入
点，构建电子信息产业生态体系，

吸引更多的500强企业、 上市公司
等战略投资者， 打造千亿级电子信
息产业集群。

根据安排，今年的“沪洽周”还
将在长三角地区举办四场专题活
动，分别是：湖南电子信息产业推介
及综保区对接会，在昆山举行；长沙
临空国际贸易合作推介会， 在上海
举办；湖南数字乡村峰会暨“湘品网
上行”推介，在杭州举办；中非经贸
合作机制上海推介会。

27个重大项目“云签约”，“湖南招商云平台”上线

湘南湘西推优势产业招商

创业板试点注册制后迎首位湘籍“考生”
安克创新IPO获受理，超九成营收来自海外销售

数说

湘股3家千亿市值公司来自创业板
截至2020年6月29日， 湖南拥有26家创业板上

市企业。在整个创业板中，创业板湘股数量仅占创
业板总数的3.14%， 但创业板总市值前十强中，湖
南却占了三个席位， 分别是排在第三的爱尔眼科
（1736亿元）、第七的蓝思科技（1135亿元）、第八的
芒果超媒（1127亿元），这也是目前湘股板块仅有
的3家市值过千亿元的上市公司。

从湘股板块这一维度来看， 创业板湘股的实
力也不容小觑，26家数据占湘股总数的23.21%，但
从2020年6月29日收盘的数据来看，创业板湘股总
市值达到5257亿元，占湘股总市值的40.78%。

本报6月29日讯 今日， 长沙
梅溪湖一宗限价地块正式挂牌 ，
住宅毛坯限价为 13500元 /平方
米。 这是目前长沙第二高限价地
块， 也刷新了梅溪湖片区的最高
限价。据悉，该地块将于7月29日
正式“出嫁”。

据长沙国土资源局网上交易系
统数据显示， 该宗地块位于岳麓区
梅溪湖国际新城一期， 出让面积
101648.16㎡， 规划用途为商业、住
宅，起始价为324857万元。经计算，
地块的楼面起始价为5300元/平方
米。据了解，该项目周边均价大约为
每平方米1.2万-1.4万元之间。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陈海明

限价13500元/㎡
长沙第二高限价地块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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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9日讯 6月30日20
时湖南省妇女联合会将携手芒果
TV、芒果扶贫云超市、抖音、俏妃
小店、搜农坊、中国银联湖南分公
司，在芒果扶贫云超市小程序等多
个网络平台，联合推出“出手吧，姐
姐！”湖南妇联系统“七一”扶贫大
直播。

6月26日，《乘风破浪的姐姐》首
次公演播出后引爆社交圈，“女团”
让“姐姐”们在舞台上初试锋芒，30
日晚上， 她们将在直播带货领域再
次开启探索模式，为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助力。本次直播邀请到4位“姐
姐”和妇联主席们组成“超强带货女
团”，甄选湖南特色扶贫产品向全国
观众进行推荐，每轮推荐结束后，销
量最高的产品将成为已下单“宝宝”
的福利。

■见习记者 刘奕楠

“出手吧，姐姐！”
扶贫大直播今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