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２０13年5月21日 星期二４

!!" !""#$%&'(

!!"#" #$%&' ()*+#
!" !"#$%&'())*+, #" -.

/0123456789:;<=/ !" >?/
@'A

BC*D !" >EFGHI*JKLMNO
PQRSA $T7 !" >E/UVWXYXZ*
U[\]G^_`ab348cdef=*8g
hijkl*mn7 !" op/lq*r^s7
!" tuvwKxyz*{|}.~dA =��:
���A

!" )*+ !" ,-./

T7JKLM !" >���D��Y ��
n���* ��/ !" >E`34���3�

�I�� ��?��@ #" >E/ $% ���*
���x��8T�T�=   ��¡Ddf
!" /0¢J* JKLMD£Z>E/FGY¤
¥¦lnHIab§¨©^* ª«op¬®
¯A

°±²*!">E_³�* ´ #">Eµ¶*
01·¸��¹º��»V¼½¾Z !" >
EA ;¿À³ !" \]*³ÁÂÃÄÅÆÇ*ª
¸ÄÅÈÉÄÊ[Ë°ÌÍÎÏ¤¥/ &'(
ÐAÑ¿À³�>ÒÓ(')'*ÔÉ !"ÎÏ/Õ
Ï\]Ö *+, n×Ø��¹º (')' ÙÚ !"
>EA Û¿À³ -*.ÜÂÝ>ÞßÙÚ !"*à¿
ÉÝáâ/Éãäå*æçÀ³èéHêA»¿
À³ !" Ë°Ð*·¸IëìíîYïðñòA

%ó !" /ôõöï÷ø* ùúûüO !" o
p* LMHIúý�þÿu!A É��:�"
#� $ó !" Ä9/�>?%Öâ'Ä[&'
/�(!³*)À³ôõöï!*+ #"ê,A

BC*aÉ-º $/ æK�.¤¥/æ0Ú
01.2 1,,3),, 12¤¥¦l* 3Ë4æ5
1,401.501.2 ),,51,4&56-,(+5"&(
62¤¥7Q¦lB8A ×Ø9:HI*$7 
×Ø;_<=>ÿ (8)8Y-*.YË°Ðn9:*
^?@B/ÕÏ\]×ØO@±ABCDEÉ
·&\];_/ÞFA °G*HI 01. /×Ø
J:a-º $%%KAìLMNOYKPn��3
ææñQ¢±²@* BCRS0¢TÔÉUÉ
¬;V½/\]A

,-012345678

��WX* DYCAB¹ZG^0¢[\
/]^�* \]/__`abqc !" ¬]
b*5D*def3;¢dfA

°±²* DJKLMghiM/ !" ×Ø
j8J*kl5 !"Ü1,401.ß\]mÚnop
=*qrªÉ $ §s*tu'±v3K�.\]
;_/RSwxA °G*yQYJzYÛ{Y|}
n;_~@±LM !" _³\]/Ú¢�A 3
Ë;_���*!"1,401.>E�Þ×Ø�a
b��*�°��_/¸�*Tx����A �
�:����* /_h�t/��¿¬l/j
8*$¿û' !"9�/[��A

���æ�����* �;l��_>E
ZÆ/Ä�Åy* �ó\]×Ø9:�9��
$�*�¿;lt� ¡/]bA

¢.*TÉ£3��¤¥Q*yQÖJz5
b¦Q !"P[/§æ¨¨DJKLM #">E

©BJ*¬ªæ«¬ab¿[!_*$& 9%:
4/%;/JKLM !"©B5$JK«¬®¯A

ìLMJKLMüG*yQÖJz°¦±J
KLMX�©BJ/[±�XZ* )l¿²³
<$!=7;>*$´µZÖ¶·�|¸¹ ?;Ö /;A!"!"#$%& '()*+,-./0

!"#$%&' !" () !*+",
-./01#2345 !" 67()89
:;#<=>?@A/BC!DEFG"$

'H# IJKLMNOPQRST%
UVWX/ !" UVYZ[\]^_K
L' !" UVY`a<=\MNbcd#
efghijklBCYmn$ !" UV
oMp5#qrstuv#!" 6wY89
xyz;r #" 67# uv{<=| #"
67Y89}~$

#9:#

本报 5月 20日讯（记者 肖 建 生
通讯员 伍晨曦） 据省统计局今天发布
的数据，1至4月， 全省经济总体上继续
保持平稳发展，投资、消费、内外资、财
政收入等平稳增长，多数经济指标继续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数据显示工业增速有所回升。1至4
月，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10.5%，比全国
平均增速高1.1个百分点。全省39个大类
行业中，37个行业增加值增长。其中，烟
草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5%， 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业、 汽车制造业、医

药制造业等新兴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59.2%、23.5%和21.1%。

1至4月投资保持平稳增长，全省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3687.3亿元， 同比增长
26.4%，比去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比
全国平均增速高5.8个百分点。其中非国
有投资增长 28.2% ， 民间投资增长
30.4%。全省民生、生态、基础设施和技
改投资增长较快， 分别增长 75.6% 、
73.2%、30.2%和31.3%。

消费市场平稳发展。1至4月， 全省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38.7亿元，

同比增长13%，比全国平均增速高0.5个
百分点。对外贸易回升较快，1至4月，全
省实现进出口总额68.8亿美元， 同比增
长13.7%， 其中出口40亿美元， 增长
21.2%。 招商引资成效明显，1至4月，全
省实际使用外资28.9亿美元， 同比增长
25.3%，比去年同期提高17.4个百分点。

财政收支增长较快。1至4月， 全省
财政总收入1132亿元，同比增长16.6%。
地方财政收入657.1亿元， 增长22%，其
中税收收入增长15.2%。 全省财政支出
1359.3亿元，增长20.9%，涉及民生的医

疗卫生、住房保障支出增长较快，分别
增长20.4%和24.2%。

金融支持力度加大。4月末，全省金
融机构各项本外币存款余额25027.6亿
元，比年初新增1877.1亿元。其中，个人
储蓄存款余额14054.8亿元， 比年初新
增1432.8亿元。 全省金融机构各项本外
币贷款余额16711亿元， 比年初新增
1018.5亿元。其中，短期贷款余额5119.2
亿元，比年初新增303.6亿元；中长期贷
款余额11299.8亿元， 比年初新增760.5
亿元。

本 报 5月 20日 讯 （记 者 肖 建 生
通讯员 向小明）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
总队今天发布数据，4月我省居民消费
价格环比上涨0.6%， 同比上涨1.9％。8
大类商品价格与上月相比呈“六涨二
降”态势：食品类上涨1.7%，衣着类上涨
0.5%，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上涨
0.4%， 娱乐教育用品及服务类上涨
0.2%， 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类上涨
0.1%，居住类上涨0.1%；交通和通信类
下降0.5%，烟酒类下降0.2%。

4月鲜菜价格大幅上涨， 环比上涨
25.3%。 调查的28个鲜菜品种中除黄瓜

环比价格下跌外，其余品种都有不同程
度的上涨。 涨幅排前3位的是青椒、香
葱、蒜薹，分别较上月上涨67.7%、59.0%
和55.8%。

鲜菜价格大幅上涨， 一是4月是本
地鲜菜生产淡季， 春季菜处于尾声，夏
季菜尚未批量上市， 加上今年4月湖南
连续低温多雨，对本地蔬菜生产影响很
大；同时大棚蔬菜供应量有限，外地蔬
菜也有所下降， 造成湖南蔬菜供应偏
少。二是受H7N9禽流感疫情影响，居民
因减少禽肉消费，对鲜菜类需求有所增
加。

4月猪、 牛肉及副产品价格环比下
降4.5%。其中，猪肉价格下降5.2%，牛肉
价格下降1.6%， 畜类副产品价格下降
3.8%。长沙市五花肉、猪肝、鲜排骨本月
分别为每千克22.9元、23.8元、30.23元，
环比分别下降6%、4.9%、2.2%。

禽类、 鲜蛋价格降幅明显。4月份，
湖南市场禽、鲜蛋类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4.9%和4.7%。其中，鸡、鸭价格分别下降
5.8%和3.8%。长沙市活洋鸡、活水鸭、活
洋鸭、鸽子每千克分别为15.23元、29.27
元、36.33元、71.4元， 环比分别下降
10.0%、3.9%、3.4%、1.4%。长沙市鲜洋鸡

蛋价格由上月每千克10.3元降为9.84
元，下降4.5%。

禽类、 鲜蛋价格下跌主要是受
H7N9禽流感疫情影响。 长沙马王堆批
发市场曾一度关闭禽类批发交易。
H7N9禽流感造成的恐慌， 对活禽市场
打击很大，部分市场的活禽摊位甚至关
门歇业。

4月受国际金价下调影响， 国内黄
金价格也随之下降，全省各大品牌的黄
金价格纷纷走低 。 金饰品环比下降
4.2% 。 长沙市黄金戒指由上月每克
410.5元降为394元，下降4.0%。

首都高校专家教授
长沙行

本报5月20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王世清） 昨天，
2013年长沙市科技活动周暨首都知名高校专家教授长沙行
成果推介会， 在长沙高新区管委会举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科协副主席、 湖南省科协主席黄伯云宣布科技周开幕。
来自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4
所首都高校的23位专家教授， 推介了先进的适用技术， 面对
面与企业代表进行了交流对接。

据悉， 以“创新驱动发展， 科技引领未来” 为主题的本
次科技周， 有关方面精心安排了6大活动， 专家教授长沙行
是其中的主体活动之一。 推介会后， 这些专家教授还将走进
三一重工、 方盛制药、 湖南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长沙福田汽
车科技有限公司等近20家企业， 开展实地考察。

自2008年以来， 北京这四所高校与长沙签署科技合作
协议， 促成了一批市外高校成果在长转化。 如， 清华大学机
械系与长沙长泰机器人有限公司合作项目“搬运机器人砂型
定位视觉系统开发”， 机电系与中联重科合作项目“工程机
械电器系统电磁兼容关键技术研究”， 成果显著。 北京理工
大学利用学科优势， 成功研究出防爆型烟花爆竹专用运输
车， 解决了“花炮之乡” 浏阳在烟花运输方面的难题等。

让流动人口
成为“新市民”

4600多个“网格”覆盖长沙，家门口享受计生服务
本报5月20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邓桂林 周红艳）

让流动人口成为“新市民”， 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长沙已启
动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示范工程试点市工作。 记者从今天
召开的长沙市人口计生工作会议上获悉， 作为全国8个试点
城市之一， 长沙已将该市划分为4600多个“网格”， 推动精
细化管理， 群众在家门口甚至在家就能享受计生服务。

据长沙市人口计生委主任周敏介绍， 今年长沙将着力打
造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3大平台： 首先， 将83个街道、
60多个社区共划分为4600多个网格， 将流动人口的婚育、
就业、 社保、 健康及其家庭情况进行分类标注， 流动人口协
管员上门服务； 其次， 强化社区基层基础设施建设， 打造阵
地平台， 推动流动人口计生免费服务定点单位和机构建设，
推动针对流动人口的教育、 卫生、 社保、 民政、 计生等服务
工作； 此外， 在流动人口较为聚集的小区、 市场、 行业中，
加强基层组织和社会团体建设， 打造组织平台。

为提升流动人口家庭幸福指数， 长沙市还将实施“三大
计划”： 将流动人口纳入免费孕前优生检查、 孕前优生指导
和风险评估、 产前筛查等出生缺陷干预实施范围， 基本实现
流动人口儿童早期发展与户籍人口同步推进； 以15-24岁的
流动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服务为重点， 增强青少年性与生殖
健康保护意识， 强化青少年意外妊娠“绿色救助” 等； 以流
入老年人生活关爱服务为重点， 确保符合条件的老年人， 在
进入公园、 图书馆、 博物馆等场所和乘坐公共汽车等方面，
享受与本地户籍老年人同等待遇。

岳阳刑侦受理
疑似杨丽君尸检材

争取尽早出具检验报告
本报5月20日讯 （记者 徐亚平） 今天上午， 湘

阴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将昨天湘江边发现的未知名女
尸的检材， 送达岳阳市公安局刑科所后， 该所2名
法医师立即着手检验。 法医师李行告诉记者， 按有
关法规， 检验须在14个工作日内完成； 但他和同事
会加班加点工作， 争取尽早出具检验报告。

昨天上午， 湘阴县樟树港老街堤外湘江边发现
一具无名女尸， 群众称之疑似3月22日掉入长沙下
水道中失踪的女大学生杨丽君。 湘阴公安民警第一
时间将尸体运到县殡仪馆， 并提取了DNA。 今天早
上， 他们将女尸检材送往岳阳市公安局刑科所寻求
帮助。 该所对此检材依法依规认真受理， 安排DNA
实验室法医师李行、 李嘉立即投入工作。 一天来，
他俩一直在实验室埋头苦干。 截至记者21时发稿
时， 2位法医师还在加班。 李行称， 检验工序繁复；
检材高度腐烂， 工作难度很大。

湘阴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徐建军告诉记
者， 原本打算今天来湘阴的杨丽君妈妈也暂未到。

4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9%
鲜菜价格大幅上涨， 猪、 牛肉及副产品价格下跌， 禽类、 鲜蛋价格降幅明显， 黄金价格走低

前4月全省经济平稳发展
多数经济指标继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烟草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业、 汽车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等一路领先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余蓉◎

5月19日， 参赛队伍正在演出。 当天， 吉首市举办 “和谐馥郁杯———欢乐潇湘， 乐在湘西， 谷韵放歌， 舞
动吉首” 第二届群众广场舞大奖赛， 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倡导健康生活理念。 姚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