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6日，双峰县锁石
镇大溢塘村， 农民驾驶收
割机收割一季稻。近年，该
镇推广“油菜+水稻轮作”
万余亩， 利用冬闲田种植
油菜， 油菜收割后再种植
一季水稻。据种植户介绍，

“油稻轮作”比常规水稻种
植每亩可增加纯收入600
多元。
赵冠豪 李建新 摄影报道

近日， 省工信厅联合中国
银行湖南省分行出台《“专精特
新 ” 企 业 融 资 促 进 方 案
（2019-2021年）》， 积极推进
“小升规”及培育企业、“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以及新产品、新
技术、 新材料研发项目实施企
业， 互联网新业态企业等相关
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服务，
进一步缓解企业融资难、 融资
贵、融资慢问题。

近年来， 湖南省围绕省行
培育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着
力推动中小企业走“专、精、特、
新”发展道路，在细分领域培育
一批有特色、有竞争力、高成长
性的领军企业和优势企业。
2019年， 全省拟新认定300家
左右“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省工信厅总经济师熊琛表
示：此次“专精特新”企业融资
促进方案的出台， 是省工信厅
与省中行构建政银合作机制，
努力缓解融资难题的有力举
措，也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送来了一场“及时雨”。

中国银行作为省内首家与
省工信厅联合发文专门针对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给予定
向金融信贷支持的银行机构，
将对三类企业给予授信支持：

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给予单户最高1500万元授信额
度， 其中免抵押信用额度最高
500万元；

对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
研发项目实施企业， 给予单户
最高500万元信用贷款额度；

对“小升规”企业，在培育
阶段可提供100万元的纯信用
授信额度，企业成功“升规”追
加100万元， 总授信额度可达
200万元。

根据融资促进方案，“专精
特新” 企业将享受到优先满足
融资需求，差别化信贷政策，优
化金融服务流程， 低利率贷款
和高效率服务等福利。 依据融
资促进方案， 湖南中行将向省
工信厅推荐的“专精特新”企业
三年累计投放授信额度约200
亿元，服务企业超过1500家。

下一步， 湖南省工信厅与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将继续强
化合作对接， 让广大中小企业
和服务机构全面知晓相关政策
和金融服务产品。 同时， 加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培育
和支持力度， 共同为中小企业
发展提供优质、 便捷的金融服
务。 ■通讯员 张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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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6日讯 今天上午，
2019第十一届湖南茶业博览会在
长沙开幕， 同时举行潇湘茶精品
展·湖南红茶品牌展暨衡阳市南
岳云雾茶推介会、 湖南“十大名
茶”、2019湖南“十大杰出制茶工
匠”、2019湖南红茶十大企业产品
品牌颁奖典礼。

本次展会面积达30000平方
米、展位2300个，湖南红茶、安化
黑茶、潇湘绿茶、岳阳黄茶、桑植
白茶、 长沙绿茶等区域品牌分别
建馆、成区，湖南共有30个茶叶主
产县组团、200多家企业参展，全
国相关省市区有50个代表团、近
1000家企业参展参会。

在茶博会期间， 将举行南岳
云雾茶推介会、2019首届“茶祖神
农杯”万人斗茶大赛、2019中国技
能大赛第四届全国茶艺职业技能
竞赛“五彩湘茶” 杯湖南省选拔
赛、“潇湘花茶” 推介会、“桑植白
茶”推介会、“江华苦茶”品牌发布
会等十六大主题活动， 以及花语
茶香系列活动展演、 安化褒家冲
红茶推介会等20余场的茶事、茶
文化专题活动。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徐婷 刘璐

通讯员 刘晓玲

本报9月6日讯 今日，记者
从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获悉，
该中心将实施第7次业务提速，二
手房交易登记将由5个工作日缩
短为4个工作日。预告证明电子化
工作也将全面推行， 银行和开发
企业将不需再到登记机构领证，
直接线上领取。

自长沙市实行不动产统一登
记以来， 该中心已陆续推出一键

式网上预约、一窗式综合受理、一
站式资金监管、 一网式在线办理
（抵押登记） 不动产信息在线查
询、“5＋1” 工作制等一揽子惠民
措施，为群众提供“一站式”登记
服务。

截至目前，所有登记业务办理
时限均压缩至5个工作日以内，最
快十几分钟即可完成，部分业务“一
次都不用跑”。 而在最早之前，这些

业务办理均需要30个工作日。
长沙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文德

勇表示，下一步，将全面开展“互联
网+”不动产登记工作，推行电子化
预告证明、推动转移登记在线办理、
开展多部门共享升级， 进一步简化
流程、压缩时限、提高效率，真正把
服务做到企业经营者和群众的心坎
上去。 ■记者 卜岚

通讯员 廖亚柳 实习生 钟丛宇

“30万平方米的总建筑面
积，由20万平方米的购物中心、
160米超高层写字楼、智能地下
停车场等多元体验式商业形态
组成。”步步高邵阳新天地总经
理李爱莲介绍，计划以服饰、精
品等时尚业态占比80%，文创、
DIY手作等文化空间占比20%
的配比进行布局。

据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
此次发布招商情况的邵阳新天
地，项目选址于邵阳市双清区，
是该市商业相对发达的区块，
是截至目前湘西单体面积最大
的城市综合体。

除了步步高外 ， 湖南本
土商业大咖如友阿集团 、通
程集团也纷纷在娄底、岳阳、

常德等省内三四线城市加码
布局，旗下如友阿国际广场、
通程商业广场为当地商业注
入新鲜血液。可以关注到，就
连不少外地房地产商业公司
也开始进入湖湘三四线城市
争抢地盘。

如，2019年中国商业地产
百强企业TOP14的弘阳商业集
团，也已落子衡阳。该集团于上
月宣布， 衡阳弘阳广场将于
2020年正式营业。 据公开资料
显示， 该项目选址于衡阳市的
开发新区华新， 定位则为亲子
潮聚生活中心。 这也是近两年
来，继衡阳万达广场后，由外省
资本在衡阳打造的又一大型商
业项目。

大型商业体下沉三四线城市“抢码头”
加入的商业公司越来越多，如何做好差异化竞争成焦点

9月6日， 步步高集团举行旗下综合体项目邵阳
新天地招商发布会。据了解，该项目总建筑面积达30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为17亿元，现场签约品牌31家。

就在上个月，衡阳弘阳广场也进行了项目发布，
预计项目将于2020年正式亮相雁城。

近两年来，长沙商业呈现出井喷之态，不断有新
项目挤压省会市场。在此行业状态下，三四线城市成
为商家必争之地，“好码头”成为抢手货。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彭格欣

三四线城市商业项目发展迅速

《2018年中国购物中心发
展指数报告》认为，购物中心市
场整体好于预期， 保持积极向
上的态势。其中，购物中心现状
指数录得65.1，同比上升0.9，并
高于荣枯线15.1， 购物中心业
主的市场信心持续增强。 预期
指数录得73.5， 高出现状指数
8.4， 较去年同期进一步提升
1.8，说明大部分业主对市场发
展和项目运营持乐观、 向上的
预期。

据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
仅省会长沙， 一年内开业的商
业项目就多达近10家。 而陆续
“官宣”的我省三四线城市大型
商业项目体量逐步增大、 招商
日趋丰富也说明， 激烈的商业

竞争战火正从省会向三四线城
市蔓延。

一位长沙商业资深行业人
士直言， 率先下沉到三四线城
市抢个“好码头”是不少商业公
司正在做的事情，“目前而言，
大部分商业依然是错位布局，
但接下来， 难免会出现‘同城
PK’的竞争，这就对项目的操
盘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认为， 三四线城市的消
费者也并非处于“给什么，就要
什么”的阶段，随着商业项目越
来越多， 进入三四线城市的商
家越来越多，可选择性的增加，
也将增加竞争的激烈程度，如
何定位， 做好差异化竞争可能
成为关键。

“邵阳这些年发展很快，期
待步步高的新项目建成后，能
引进更多不同的商户。”9月6
日， 在邵阳开滴滴的岳师傅如
是感慨。

随着越来越多的商业公司
将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业态下
沉， 把三四线城市绘入发展版
图， 无疑将为当地消费者的日
常娱乐休闲生活带来改变。

步步高集团总裁陈志强
就表示，步步高邵阳新天地是
融合智慧、时尚与体验于一体
的一站式家庭体验生活中心，
建成后不仅将全面提档邵阳
市民的消费体验，也将推动城
市商业新升级，助力邵阳国际

化进程。
三四线城市的旺盛消费

需求，从其零售业不断增长的
零售额便可窥一二。以衡阳为
例，截至2018年，该市已经实
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33741
元。来自衡阳市统计局的数据
显示，2018年1月至11月，该市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99.37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0.4% ， 零售业实现零售额
982.71亿元，同比增长11%，较
去年同期提高0.6%。

据相关媒体统计， 截至
2019年4月， 衡阳主城区购物
中心与百货存量高达150.52万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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