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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旅游局发布《湖南
旅游发展报告 (2011-2015)》，
“十二五”期间，全省旅游业对
全省税收、 就业及旅游相关产
业拉动效应明显， 旅游业对
GDP的综合贡献达到新高度，
旅游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地位日
益突出。

据了解，2015年，全省旅游
总收入达3712.90亿元，位居全
国第10位，较“十一五”期末增
长160.40%，年均增长21.10%。
2015年， 湖南省接待国内外游
客4.73亿人次， 与2010年的
2.03亿人次相比增长133%，年
均增长18.11%，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13.10%)。

近年来， 旅游客源市场不
断拓展， 由周边地区向长三角

地区延伸； 旅游投资规模逐渐
增加，投资结构日趋优化；旅游
消费结构逐步完善， 购物消费
比重呈上升趋势； 旅游产品体
系日益健全， 集观光度假旅游
产品、专项旅游产品、新型旅游
产品为一体的产业体系基本形
成， 旅游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地
位日益突出。

从国内旅游客源地结构来
看，除了本省游客外，广东排在
首位；同时，湖北、广西、江西、
贵州、四川等周边省份，浙江、
江苏等长三角地区也是湖南国
内旅游的主要客源地。 入境旅
游客中， 港澳台游客近一半，
韩、日、美、马、英等为主要客源
国， 其中韩国游客占据了主导
地位。 ■记者 梁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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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在《三湘都市报》A13 版刊登了一则拍卖公告，对位于长沙市开福
区芙蓉中路国有出让土地一宗，宗地编号：0502010167-3。 原定于 2016年 11�月 30 日 10 时在湖南
省公共资源拍卖中心有限公司依法按现状采取网络竞价方式公开拍卖，标的展示、缴纳保证金、办理
竞买登记手续截止到 2016�年 11月 29日 16时止。 现变更为 2016年 12�月 6日 10 时在湖南省公共
资源拍卖中心有限公司依法按现状采取网络竞价方式公开拍卖，标的展示、缴纳保证金、办理竞买登
记手续截止到 2016�年 12月 5日 16时止，特此更正，予以说明。

湖南嘉雨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嘉瑞拍卖有限公司

长沙市土地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盘龙企业拍卖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楼市连线

本报10月31日讯 自从进
入霜降节气，冷空气就呼风唤雨
地频繁南下，长沙楼市的也秋意
渐浓，成交量迅速下滑。据长沙
市房地产市场预警预报动态监
测系统数据显示，上周（10.23—
10.29） 长沙市内六区新建商品
房网签5895套， 套数环比减少
12.98%。

上周， 内六区住宅网签均价
为每平方米7268元， 环比微涨
0.64%；非住宅网签均价为每平方
米9239元，环比微涨0.93%。

4区新建商品住宅
成交量均下降

分区来看，上周除望城区和
芙蓉区外， 其它各区新建商品住
宅成交量均环比下降。其中，雨花

区降幅最大， 环比下降17.84%。
而望城区则以成交量1146套位
列第一， 与上周1132套相比，基
本维持平稳。第二位为雨花区，成
交972套。第三名为岳麓区，成交
802套。

从价格上看，芙蓉区以均价
8797元/㎡位居各区首位， 与第
三周均价7351元/㎡相比， 环比
上涨了19.7%。 而岳麓区跌幅最
大，上周环比跌21.06%，为每平
方米8290元。

继银十第二周，长沙楼市成
交量突破9000套后， 第三周、第
四周长沙新房成交量持续下滑。
10月16日—10月22日， 长沙市
内六区新建商品房网签6474套，
套数环比减少28.07%，而这周成
交量又下降12.98%。

开发商放缓推盘节奏

今年以来，长沙楼市的主基
调一直是稳中有涨， 只是进入9
月才明显升温。9月末周（9月25
日至10月1日） 长沙市内六区新
建商品房网签10120套， 单周新
房成交量突破百万平方米，创下
新纪录。国庆黄金周后楼市火力
不减， 单周网签量也超过9000
套。

对此，业内人士分析，这或
许是由于开发商放缓了推盘的
节奏， 市场回归理性的原因，而
数据也更真实地说明了这一点。
据不完全统计，11月长沙预计有
33个项目开盘， 环比减少53%，
其中26个为老盘推新，老盘占项
目总数的79%。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邓涛

长沙楼市连续两周成交量下滑
其中岳麓区均价环比跌两成 原因：开发商放缓推盘节奏，市场回归理性

本报10月31日讯 11月9日
-11日，2016中国（长沙）住宅产
业化与绿色建筑产业博览会（以
下简称长沙住博会）将在长沙市
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此次大会定
位于融合提升住宅产业现代化
和绿色建筑两大主题。 开展前，
记者跟随长沙住博会组委会一
行深入部分代表参展企业内部
工厂，深度走访了解。

提到装配式建筑， 就不得不
说到坐拥此次住博会最大展馆、
同样也是国内建筑工业化领军企
业———远大住宅工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住工）。

10月28日上午，远大住工副
总裁沈丹介绍说，在这次住博会
上，远大住工将把20年沉淀的技

术、管理运营经验和未来发展战
略进行分享，“也让别人少走20
年的路。” 远大住工在研发体系
上持续技术革新，推出了服务地
下工程建设的预制叠合装配整
体式新技术，提供包括地下综合
管廊、建筑地下室、海绵城市建
设相关的多种产品及服务。

住博会当前，不仅住宅产业
现代化和绿色建筑行业颇受关
注，与之密切相关的节能环保领
域也颇有亮点。

在长沙市岳麓区茶子山东
路与滨江景观道的交会处地下，
一座装机容量为100兆瓦的水源
热泵能源站正在建设中，即将在
11月15日投入使用。滨江新城智
慧能源工程项目技术总监杜卫

介绍，能源站投资4.5个亿，供能
面积为212万平方米， 也是亚洲
最大水源热泵能源站。

杜卫介绍，在夏季室内环境
温度为35℃时， 湘江的温度为
30℃左右，能源站提取湘江水作
为空调系统冷却水，通过热泵把
室内多余的热量“搬”到湘江冷
却水里；在冬季，当室内温度为
0℃左右时，湘江的温度为9℃左
右，能源站通过输入少量的电能
提取湘江水中的热能， 制取热
水，把湘江水的热量“搬”给建筑
物供暖。杜卫说，采用水源热泵
功能后，每年可为服务区域节约
经济成本400多万元。

■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周莉
通讯员 周德云

住博会下周开幕 探营建筑湘军

省旅游局发布《湖南旅游发展报告(2011-2015)》
我省旅游收入年均增长超20%

2015年，湖南省接待国内外游客4.73亿人次，与2010年的2.03
亿人次相比增长133%， 年均增长18.11%，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3.10%)。

2015年， 全省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1528.48亿元， 占全省
GDP的比重达到5.26%。

2015年， 湖南省旅游业实现综合增加值2821.30亿元， 对全省
GDP的综合贡献达9.71%。

2015年， 全省旅游业综合税收为235.50亿元， 较2014年增长
39.62%；旅游业税收对全省总税收的综合贡献为7.68%。

本报10月31日讯 11月
4-5日， 香港皇廷拍卖中国巡
展第三站将在长沙万达文华酒
店举行。 南宋修内司官窑海棠
瓶、南宋青釉冰裂弦纹瓶、北宋
汝窑鸳鸯香熏炉、 唐邢窑暗刻
龙纹白釉唇口瓶……这些巡展
中的顶级稀罕物， 都是通过科
学鉴定坐实了年份 ， 具有
“DNA”检测证实的真品。

皇廷拍卖的负责人介绍，
他们的拍卖品都经过一家专业
的检测实验室把关，具体“科技
+人文”鉴宝模式流程为：将瓷

器放进真空环境的X荧光光谱
仪中检测古陶瓷釉面成分，拉
曼光谱仪检测陶瓷釉面， 从而
判定历史年代后给出了相关数
据参考。随后，专家根据数据对
比和经验分析， 给出了古陶瓷
的年代与真伪的参考报告。

据了解， 皇廷拍卖于10月
23日开启全国巡回展览， 本次
巡展后，还将在上海、北京、香
港等地巡展。将于11月29日在
香港半岛酒店举行皇廷2016
秋季中国艺术品拍卖会。

■记者 胡信锋

皇廷拍卖全国巡展第三站进长沙

位于长沙市雨花区高铁南站的旭辉国际广场R1#~R3#栋，由远大住工提供工业化技术服务，获“长沙市两
型住宅项目产业化示范项目”。

10月29日晚， 体彩大乐透
第16127期开奖，全国喜中2注
一等奖，每注奖金1000万元，其
中1注进行了追加投注，多得到
追加奖金600万元， 该注1600
万元追加一等奖喜落我省长
沙， 另外1注1000万元一等奖
花落四川。 这是我省10月份第
二次斩获大乐透一等奖，10月5
日株洲彩民喜中第 16117期
767万元一等奖。

数据显示， 第16127期大
乐透1600万元大奖出自长沙
市开福区建湘路623号长远大

厦旁的01679体彩投注站。中
奖彩票是一张面额15元、5注
号码的追加彩票，于10月29日
14：20：11售出， 第3注号码命
中大奖。大奖得主用15元钱命
中大乐透1600万元大奖，十分
走运。

当期除送出2注一等奖外，
全国还喜中28注二等奖， 每注
奖金36.82万元， 其中3注进行
了追加投注， 每注多得到追加
奖金22.09万元。 当期开奖后，
奖池来到37.47亿元高位，再创
新高。

体彩大乐透1600万元大奖花落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