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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全域旅游
打造美丽经济

一声声汽笛鸣响， 你可乘
坐着水上巴士，沿穿紫河河道航
行11公里， 尽揽沿岸璀璨的灯
光。一到周末，穿紫河的游船更
是一票难求。坐落在穿紫河畔的
德国风情街，集商业、历史、文化
于一身的常德记忆古街大小河
街等，这些都是常德近年来大力
发展旅游业的产物。

常德市委书记周德睿表
示，近年来，常德充分发挥好山
好水好风光的优势， 把文化旅
游作为战略性产业来培育，大
力发展美丽经济， 努力把美丽
变成财富、变成增长动力、变成
老百姓的幸福指数。 重点打造
了桃花源、柳叶湖、穿紫河、城
头山、老西门等一系列新亮点，
极大地集聚了人气， 提高了城
市的辐射力和美誉度， 也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

据了解， 常德实施文化旅
游产业三年攻坚计划，突出“一
城三区” 等核心景区的规划和
建设，“一城” 即把常德打造成
为优秀旅游城市，“三区” 即柳
叶湖文化休闲度假区、 桃花源
文化旅游度假区、 壶瓶山生态
旅游度假区。 其中， 欢乐水世
界、柳叶湖环湖景观、穿紫河风
光带、桃花源古镇、城头山等一
批精品旅游项目先后面世，桃

花源景区今年9月开园，华侨城
卡乐世界主题公园明年将投入
营运。

融合地域文化
提升旅游空间

夜色中的穿紫河，静谧、优
雅而不失灵动，在常德河街，古
朴的建筑， 仿佛能带着我们穿
越旧时光， 行走在穿紫河畔的
德国风情街， 随意走进一家都
能畅饮正宗的德国啤酒。 这一
幕幕，都是常德“全域旅游”大
格局下的缩影。

在“亲亲常德，浪漫之城”
这一理念的引领下，常德坚持把
文化旅游作为战略性产业来抓，
着力加大旅游产业融合和全域
旅游实践，促进“点上旅游”向“全
域旅游”转变，积极推进旅游与
其他行业领域融合发展，构筑全
域旅游网、 延长旅游产业链，催
生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

据记者了解， 常德在城市
基础建设、 公共服务配套等方
面融入旅游功能， 打造城市旅
游综合体。近年来，常德在“三
改四化” 和海绵城市建设过程
中， 加强城市旅游景观小品建
设，让城在景中、景在城中。在
发展乡村旅游领域， 常德建成
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14个，市
级美丽乡村示范村57个， 涌现
出了鼎城“五朵金花”、柳叶湖

“太阳谷”等一批乡村旅游新亮
点。 常德还着力打造寻找灵魂
故乡的桃花源， 留住乡愁的常
德河街， 体验纯正异域文化的
德国风情街， 再现老常德历史
文化民俗记忆的老西门， 传承
中华传统文化的常德诗墙、常
德画墙等旅游景点， 让常德旅
游更显品位、更具魅力。

强化服务体系
提升旅游形象

常德还从软件与硬件两端
发力，推进服务设施成龙配套、
服务环境优化升级。 周德睿表
示， 常德将完善全域旅游服务
体系，着力优化旅游交通，着力
完善旅游设施， 着力推好厕所
革命，着力推进智慧旅游。

据记者了解， 常德加快构
建便捷的全域旅游交通服务体
系。4D级桃花源机场投入使
用， 市城区80公里高速环线全
线贯通， 实现了城市与高速公
路、空港“八进八出”的快速对
接；黔张常高铁加快建设，沅澧
快速干线有序推进。

同时旅游集散中心、 智慧
旅游平台、星级酒店等一批服务
设施先后在常德建成运营。常德
连续两年获评“全国旅游厕所
革命先进市”。去年，全国三星
级饭店20强中常德入选2家，常
德中旅获评五星级旅行社。

遗失声明
宁乡县喻家坳乡长益石料厂
(普通合伙)遗失宁乡县国税，地
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国税号
码 430124760740271，地税号码
4323255403049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江县奇才汽车修理厂遗失湖
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发
票代码 4300164320,发票号码：
08350565、083505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景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
新分局 2013 年 12 月 6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30100001621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 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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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胜 13337231976

氵邑

遗失声明
聚龙股份有限公司（税号 9120
0300759114564C）遗失辽宁增
值税专用发票一份，票号 0166
6052,代码 2100162130,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鑫天投资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岳麓区国家税务局核
发的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043941117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永定区林氏机电经营
部遗失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永定分局 2014 年 7月 14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8026001271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庭和酒店遗失由长沙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4 年
8 月 27 日核发的工商营业执照
正本 ，注 册 号 4301020002327
91，另遗失由长沙市芙蓉区地
方税务局 2014 年 10 月 20 日核
发的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
号 4301023957887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艾科工业有限公司将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4 月 10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全部遗失， 注册号
430193000089988； 遗失国、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 430198338550958； 遗失
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285403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辣食萌娃食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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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文，电话 13507419699

◆文靖仑（父亲:文艺，母亲：王
海艳）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N4300755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永顺县楚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永顺县工商局 2014 年
6月 16 日核发的注册号码为 43
3127000011743 的营业执照副
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曼普旅行社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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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建 18100740155

◆刘诗蕾（父亲：邓飞，母亲：刘
平梅）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N430277561，声明作废。

◆隋佳妍（父亲：隋岳根，母亲：
刘纯）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778001，声明作废。

◆徐飞泽、徐潇潇（父亲：徐金国，
母亲：李珊）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674694、O430108858，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湘村人家大酒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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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电话 13873985419

注销公告
湖南源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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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桂
勇，电话 18173945279

注销公告
张家界三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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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辉龙，电话 18674417708

◆长沙医学院曾海英遗失报到证白
页，编号 201608232028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江县湘浙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遗失平江县质量技术监督管
理局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本，代码 32568341-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遗
失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收
据四份，号码为：湘财通字（20
14）160421056,160421057,1604
21058,160421061,购领证号：0830,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我要易物网络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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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易鑫,电话 13142099999

遗失声明
石峰区风铃渡休闲茶餐吧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
代码:4300171320，号码:1199
5175、119958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夏春芳食品超市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5份,
发票代码:4300172320,发票号
码:12208171、12208172、122
08173、12208174、12208175、
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云彩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胡恋
联系电话:0731-88713648。

遗失声明
吉首市宏达商贸有限公司（税
号：91433101329352554C）遗
失税控盘，盘号：44-661506
3856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丰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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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庆，电话 15507296456

遗失声明
湖南雅致炜锋服饰有限公司
（税号 430102599426314 ）遗失
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张（发
票联），发票代码 4300151320，
发票号码 0294464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光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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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小姐 电话:15874430000

注销公告
长沙康优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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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电话 13875819846

注销公告
湖南大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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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柱，电话 13875811918

遗失声明
湖南有色工程勘察研究院有限
公司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 1 份，
发 票 代 码 :4300171130， 发 票
号码:0003645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君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 2012 年 12 月 24 日岳阳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君山分局核发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6110000
02727，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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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子茜（父亲:夏祺，母亲：袁
婷）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289894，声明作废。

◆黄翠娟（父亲：黄启军，母亲：
谭蕾）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234185，声明作废。

◆毛素菲（父亲：毛国清，母亲：张
春云）遗失医学出生证明，证件编
号：K430736553，声明作废。

◆毛旭阳（父亲：毛国清，母亲：
张春云） 遗失医学出生证明，证
件编号:L430831545，声明作废。

◆李苗红（母亲：段小梅，父亲：
李树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099985，声明作废。

◆王美四遗失张敬贤新华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直属支
公司电子投保书一份，号码:03
100025853578，声明作废。

◆陈银辉遗失坐落于湘潭市雨湖
区中山路街道中山路 136 号 1
单元 102号房屋所有权证，证号：
潭政房字第 84057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捌零视界广告工作室遗
失宁乡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9月 1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证号 43012460030942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通道侗族自治县春丰百合种植
专业合作社遗失通道县工商局
2015 年 3 月 25 日换发注册号
431230NA000035X 营业执照正
本，声明作废。

亲亲常德，总有一款美景“撩”到你
常德市委书记周德睿接受媒体专访，畅谈常德美丽经济

本报12月5日讯“不忘初心
智造未来”，12月4日-6日，为期3
天的第二届中国（长沙）智能制造
峰会暨长沙国际智能制造技术与
装备博览会举行。

5日， 由长沙经开区承办的
2017第二届中国（长沙）智能制
造峰会———打造智能制造示范园
区专题论坛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举行。会上，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发布智能制造中长期发展规划，
宣布将率先在全省打造国家智能
制造示范区，建设5000亿国家级
园区。

峰会现场， 长沙经开区党工
委副书记、 管委会副主任张庆红
代表长沙经开区发布了园区智能
制造中长期发展规划。

按照规划，2021年前， 长沙
经开区将建成全球领先的智能
制造应用基地、示范基地和创新
基地，打造成世界级的企业工业

互联网平台、5000亿国家级园
区。

到2025年前， 长沙经开区将
推动主导特色产业全面实现智能
化转型，打造三个千亿以上产业，
建成“湖南第一，全国领先，全球
知名” 的世界级智能制造产业集
群。

为确保《规划》落地生效，长
沙经开区积极引进与整合国内
优质资源， 构建了智能制造、智
慧园区、工业互联网“三位一体”
协同推进机制，并与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树根互联技术有限公
司、苏州联讯图创软件有限责任
公司三方举行了“三位一体”签
约仪式。

此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长
沙经开区已经设立了100亿元智
能制造专项基金， 全面支持智能
制造发展。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黄姿

设立百亿元基金，发布“智造”中长期规划
长沙经开区冲刺“5000亿国家级园区”

12月1日至2日， 湖南省报业协会2017年会暨湖湘报业高峰论坛在常德举
行，百家媒体齐聚“桃花源里的城市”，论道报业融合发展。1日上午，常德市委书
记周德睿接受了与会媒体集体采访， 饶有兴致地回答了关于常德发展全域旅游
等方面的问题，并着力推介了作为常德文化旅游龙头的桃花源景区。

常德是一座“桃花源里的城市”，旅游资源丰富，全市有大小景点300多处、
国家4A级景区9个。近年来，常德市委、市政府把旅游业作为战略性产业来培育，
坚持用全域理念谋划和推进旅游产业发展，促进自然与人文、城市与乡村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加快发展美丽经济。随着常德全面发力全域旅游，桃花源、柳叶湖、
城头山……常德美景处处都是，总有一款“撩”到你。 ■记者 梁兴

“
仙境桃花源。 来源：桃花源旅游管理局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