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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0日讯（记者 肖建生 通
讯员 伍晨曦） 省统计局今天发布了1
至2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 据发布，前
两个月，全省经济延续上年发展态势，
工业、投资、消费、进出口、招商引资等
继续增长，财政金融运行良好。

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9%，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个百分
点。 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7%，比重工业快1.3个百分点。全省
规模工业39个大类行业中，37个大类
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 其中高技术产
业、 高加工度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30.1%和11.7%。规模工业统计的产品

中，产量增长的有284种，占规模工业
统计产品数的69.8%。

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405.2亿元，同比增长13.0%，比全国
平均水平高0.7个百分点，限额以上批
发零售、住宿餐饮业法人单位中，耐用
品、非耐用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4.6%和
9.9%。

全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95.9亿
元，同比增长27.1%，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5.9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二、三产
业分别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0.6亿元、
377.2亿元、588亿元，分别增长37.7%、
16.5%、34.5%。 民间投资增长30.4%，

快于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3.3个百
分点。从投资方向看，工业、民生工程、
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技改和房地产开
发投资，分别增长23%、78.5%、77.4%、
33.5%、23.8%和31.8%。

全省完成进出口总额33.3亿美
元，同比增长17.5%，增速比上年同期
提高9.4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3.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8.3亿美元，增
长19.7%。全省招商引资共实施内资项
目1733个， 实际到位资金473.8亿元，
同比增长22.6%。

全省财政总收入595.3亿元，同比
增长19.6%，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2.4

个百分点。 地方财政收入303.7亿元，
增长20.6%，其中税收收入181.7亿元，
增长14.2%。地方财政支出691.8亿元，
增长20.3%，其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
业、医疗卫生、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
事务和住房保障等支出434.9亿元，增
长18.5%， 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达
62.9%。

2月末，全省金融机构各项本外币
存款余额24382.3亿元， 比年初新增
1231.8亿元， 同比多增569.9亿元。全
省金融机构各项本外币贷款余额
16246亿元，比年初新增553.6亿元，同
比多增120.5亿元。

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前2月各项主要指标保持发展态势

本报3月20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周杨劼 卢杨屾） 记者今日从省
商务厅获悉，今年前2月，全省实际使
用外资13.94亿美元，同比增长16.8％。
其中新批外商投资企业项目67个，同
比增长3.1%。

据分析，1至2月，我省引进重大项
目有新成效， 世界500强企业增资踊
跃。其中，新批投资总额3000万美元

以上的重大项目4个，2月当月新批过
亿美元的企业有1家。世界500强企业

在我省新增投资企业2家，即百威英博
（武冈）啤酒有限公司和施维智能计量
系统服务（长沙）有限公司。

另据统计， 我省13个国家级园区
实际使用外资3.29亿美元， 同比增长
42.0%，占全省总额的23.6%，较上年
上升3.9个百分点。

前2月实际使用外资增16.8%
又有两家世界500强企业来湘投资

本报3月20日讯 （记者 李伟锋 通讯
员 胡玉辉）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
日前揭晓，我省陶瓷艺术家熊声贵、湘绣艺
术家柳建新和邬建美荣获“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称号。从今天开始，3位大师的工艺美
术作品将在长沙市简牍博物馆展出，展期6
天。省政协原主席、省工艺美术协会名誉理
事长王克英出席开展仪式。

熊声贵大师钟情于釉下复合颜料的试
制，研究出多种复合色系。在传统釉下分水
基础上创造了罩染法等多种独到的分水技
法，擅长刻、剔、堆、填技法运用及器物造型。
柳建新大师擅长人物﹑走兽﹑花鸟刺绣，创新
和发展了“鬅毛针”针法。邬建美大师擅长人
物﹑走兽﹑山水﹑花鸟刺绣，能熟练运用数十
种针法及不同色相绣线进行创作。这次展出
的精美作品，生动展现了三位大师的艺术风
采，充分彰显了我省工艺美术的独特魅力。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是国家授予工艺
美术行业优秀技艺人员的最高荣誉称号，我
省已有21位优秀工艺美术技艺人员获此殊
荣。据省经信委主任谢超英介绍，目前我省
传统工艺美术行业已有5000多家生产企
业，近200万从业人员，年产值在500亿元以
上；形成了雕塑、金属、抽纱刺绣、陶瓷、漆
器、花画、编织、珠宝首饰、烟花爆竹及民间
工艺等10大类百余种知名工艺美术品种。

我省新增3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
其作品在长沙市简牍博物馆展出

周志国

3月19日， 一则源于新华动媒
的视频《不让江豚哭泣———濮存昕
的下一个使命》， 引起了众多环保
人士的广泛关注 。视频中 ，濮存昕
倡议，保护江豚，不是小事。有志之
士 ，有眼光的人 ，一定会重视这个
事情。

将保护长江生态，保护长江江
豚 ，作为自己下一个使命 ，在全国
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他提交了
“保护江豚”的提案，呼吁全社会关
注长江生态，用实际行动支持可持
续发展 。濮存昕的义举 ，立即得到
了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世界自然
基金会、西双版纳森林公安等众多
环保组织的积极响应。岳阳市江豚
保护协会会长徐亚平通过微博迅
即呼应 ：“著名公众人物如濮存昕
者 ，站出来关注环境 ，此举更能推
动生态公益事业。民间环保组织并
不孤单 ！ 感谢像濮老师一样有见
识、有良知、有胆略、德艺双馨的艺
术家对长江生态、对江豚的关注。”

因为德艺双馨，濮存昕成了公
众人物 ；因为关注环保 ，徐亚平也
为公众熟知 。一个在北国，一个在
江南。2011年， 他们不约而同在全
国率先打响了江豚保卫战！尽管职
业不同、地位悬殊，但他们的胸怀、

思想和行为高度一致：他们将自己
爱心聚焦在了濒危物种长江江豚
身上 。 在拯救江豚的这个特殊战
场，树起了“北濮南徐”的旗号！

近些年， 长江江豚数量急剧下
降，濒临灭绝，这背后反映的是日益
恶化的长江生态环境。 作为公众人
物，濮存昕没有置身事外。他用自己
独到的眼光、艺术家的良知，用他艺
术家、全国政协委员的声望、地位和
全部的能量， 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
案， 在央视做公益广告， 为拯救江
豚、为保护生态振臂呐喊！

关注江豚，其实是关注长江生
态。

保护长江生态，保护江豚，需要
行动。被环保人士誉为“洞庭游侠”
的徐亚平， 把江豚当作了自己的朋
友。为江豚，他流泪，流汗，也不惜流
血。 今年正月初一， 在为江豚巡逻
时，他为制止偷捕身负重伤。同时，
他也尽可能地利用自己作为党报记
者、市人大代表的便利身份，为保护
江豚奔走呼喊。为此，他已经负债逾
百万！用他的话说，因为责任，甘愿
为子孙负债；因为责任，他愿为补偿
过去的过度掠取负债。

公众人物关注江豚，更能推进
生态环保事业的健康、 快速发展；
同样 ，建设 “美丽中国”，更需要像
徐亚平一样的环保猛士。

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生态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本报3月20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周东平）今晚，由湖南交响
乐团演奏的《“永恒的旋律”———经
典协奏曲音乐会》在湖南音乐厅举
行，拉开了2013年“雅韵三湘”高雅
艺术普及计划的序幕。省领导许又
声、肖雅瑜、刘莲玉等观看演出。

“经典协奏曲音乐会”由国家
一级指挥肖鸣指挥，特邀中央音乐
学院青年小提琴演奏家孙静和天
津交响乐团钢琴演奏家张乐演出。
全场演奏了交响曲《红旗颂》、小提
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钢琴
协奏曲《黄河》等经典曲目，给观众
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享受。

据了解，“雅韵三湘”高雅艺术

普及计划， 由省委宣传部、 省文
化厅、 省教育厅等联合主办， 活
动将持续到12月。 计划分为高雅
艺术展示月、 中外优秀舞台艺术
演出专场、 湖南音乐季、 省会周
末剧场、 高雅艺术进校园5部分，
将演出涵盖歌剧、 芭蕾舞、 交响
乐、 京剧、 昆曲、 话剧等艺术门
类在内的162场高雅艺术。 届时，
美国音乐剧 《妈妈咪呀》 等国外
优秀剧目、 湘剧 《老表轶事》 等
具有湖湘特色的本土地方剧种优
秀剧目将一一亮相。

据悉，所有演出将实行低票价
运作，农民工、残疾人、低收入群体
等观众可凭有关证明领取赠票。

3月20日， 市民在观赏釉下五彩陶瓷作品。 当天，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展在长沙简牍博物馆开展， 展出熊
声贵、 柳建新、 邬建美3位湘籍工艺美术大师的60余件陶瓷及湘绣精品。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雅韵三湘”高雅艺术普及计划启动
将演出162场，所有演出低票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