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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众多学生在冷气开放的湖南图书馆学习。 高温时节，该馆舒适
的阅读环境吸引了市民前来“充电”消暑。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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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5日讯（通讯员 黄勇华
记者 彭雅惠） 长沙海关今天发布，7
月份， 我省外贸进出口额21.4亿美
元，同比增长9%，环比增长39.4%；其
中出口14亿美元，创今年来单月出口
值新高。

据悉，1至7月全省进出口总值达

到128亿美元，扣除汇率因素，同比增
长14%， 高出全国平均增速5.5个百分
点。 从外贸增长分析，全省加工贸易、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出口大幅增长，
成为我省外贸增长的最大亮点。

欧盟、香港是我省最大贸易伙伴。
1至7月，湖南省与欧盟（28国）双边贸

易额19.1亿美元，增长10.9%；与香港
贸易额16.08亿美元， 增长52.6%。 同
时，与南非、澳大利亚、巴西等矿产资
源国的进口贸易额也普遍上扬， 而对
东盟进、出口双双出现明显下滑。

从外贸产品看，电器及电子产品
进出口平稳增长，机械设备、运输工

具等机电产品则出现不同程度下滑。
农产品出口态势转好，1至7月出口额
4.5亿美元，增长23.2%。 服装、陶瓷、
家具、鞋类、烟花爆竹、纺织品、箱包、
塑料制品、 打火机等9大类劳动密集
型产品出口大幅增长71.4%， 钢材出
口则量减价跌。

本报8月15日讯（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蔡红星） 据省统计局今天发
布的数据，7月份，我省规模以上有色
金属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7%，增
幅比全省规模工业平均水平快12.6
个百分点；1至7月累计增长18.5%，增
幅比全省规模工业平均水平快7.9个

百分点。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

长较快。 7月份，规模以上有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9%， 高于全省规模工业平均水平
16.9个百分点，增幅比6月份高11.2个
百分点；1至7月，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21%，比上
半年高2.3个百分点。

产销衔接状况良好。 7月份，全省
规模以上有色金属工业产销率为
99.3%， 比去年同期高0.7个百分点，
比6月份高2.6个百分点。 产销衔接
好，助推有色金属主要产品产量实现

增长。 7月份，在全省统计的有色金属
主要产品中，21种产品产量实现增
长，占统计产品数的63.6%。各主要产
品中，黄金产量3.01吨，增长29.2%；
白银（银锭） 产量529.35吨， 增长
21.2%；铜材4.05万吨，下降18.2%；铝
材12.31万吨，增长80.8%。

本报记者 李光华
通讯员 陶晓妍

谭浪：广大百姓把世代相传的家
园交给我们搞建设，我们要让他们过
得更好。

“10年前，经开区破土动工时，
我们就作出了郑重的承诺：广大百姓
把世代相传的家园交给我们搞建设，
我们要让他们过得更好。在今年初召
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我们又作出了
让园区百姓普享建设与发展成果的
决定，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幸福指数。”
采访湘潭经开区管委会主任谭浪时，
他动情地说。

谭浪介绍说，目前湘潭经开区入

园企业240多家， 总投资达1200亿
元， 今年技工贸总收入有望突破
1000亿元，工业总产值600亿元。 在
“千亿园区” 的宏伟蓝图逐步变现的
背后， 是3万拆迁群众的无私奉献和
支持。 说到这里，谭浪更加激动：“无
论从执政要求上讲，还是从互相支持
的关系上讲，我们都应该让园区群众
过得越来越好。 ”

湘潭经开区向来十分重视民生
建设，大胆实行创业型安置，大面积
推行社会保险，连续多年推进为民办
实事工程，使这里的老百姓实现了老
有所养、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幼有所
教的夙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弥
补早期基础设施投入方面的不足，他
们在2012年领全市之先， 斥资1.2亿
元对已建成的4个安置社区进行公园
化改造。

“我们不能满足于这些成绩。”谭
浪说，“时代在进步，园区百姓的需求
在提高，我们必须为满足园区百姓不
断提高的物质文化需求而努力。 ”在
该区正在做和最近要做的“重要工
作”里，有几件事令人眼睛一亮：拿出
5亿元，实现全区社保全覆盖；投入6
亿元以上，兴办和平小学和提质扩容
九华中学；投入1000多万元，建设好
公用自行车服务体系，实施区内乘坐
公交车全免费； 凡有九华户籍者，一
律免费收看数字电视。

县（市、区）长 话民生

本报8月15日讯（记者 段云行
贺威）8月15日，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
车板项目（简称VAMA）退火炉工艺
钢结构开始吊装，标志着项目主体设
备安装正式开始。 目前，建设者们正
冒着高温加快进度，确保VAMA项目
在2014年6月竣工投产，娄底将成为
我省高端汽车板生产基地。

VAMA是华菱钢铁与世界第一大
钢铁制造商安赛乐米塔尔成立的合资
企业，项目总投资52亿元，采用当今最
先进的汽车板生产技术工艺， 年生产
高档汽车板150万吨。 VAMA项目是
我省工业的“一号工程”，也是国家重

点工程。 去年6月6日项目建设正式启
动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娄底市委
市政府大力支持， 中外建设者们共同
努力， 制订了24个月的世界同类项目
最短工期计划。 对此，外方首席技术官
一直不敢相信，7月21日， 当项目中方
负责人焦国华将已安装好的首座轧机
立柱底座照片发给远在比利时的“安
米”全球首席技术官时，这位技术官深
感震撼。

VAMA董事长、涟钢集团党委书
记汪俊介绍，VAMA产品将为东风、
广汽与大众、奔驰、宝马等国内外著
名汽车生产企业与一线供应商供货。

本报山南8月15日电（记者 李国斌）
今天上午，在由湖南援建的西藏山南
地区体育场里，上万名藏汉各族人民
穿起节日的盛装， 共同庆祝2013中
国西藏雅砻文化节开幕。

山南，史称“雅砻”，是藏文化的
发祥地和藏民族生息繁衍的摇篮。这
里诞生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代藏王、第
一块农田、 第一座宫殿等诸多“第
一”，创造了独具魅力的雅砻文化。

今年，山南地委、行署继续致力
于打造文化旅游节庆品牌， 举办
2013中国西藏雅砻文化节。 文化节
以“藏源·藏缘———唱响山南” 为主
题， 至21日期间，将
举办开幕式、大型民
俗风情歌舞乐《雅鲁
藏布》演出、招商引
资经贸洽谈会、“唱
我山南·爱我雅砻”
演唱会、民间歌舞艺
术表演、山南特色文
化图文展、首届西藏
民歌大赛决赛暨颁
奖典礼等一系列活
动。

随着戴着红绿多种颜色面具的
各色人物粉墨登场，一出山南传统藏
戏拉开了开幕式的序幕。 乌兰托娅、
阿佳组合、 徐千雅等明星相继登台，
演唱了《魅力雅砻》、《山之南》、《坐上
火车去拉萨》等悦耳的民歌。 山南地
区的12个县，也分别表演了一个特色
节目。 当天，共有2000余名学生、农
牧民参与演出。

据悉，开幕式举办地山南地区体
育场， 是我省第6批援建的重点工程
之一，总投资8000万元，其中我省援
建的主体项目投资达5000万元，于
去年正式投入使用。

本报8月15日讯（记者 杨丹）杨
福音中国画展今天在广州艺术博物
院“中国历代绘画馆”开幕，展览共
展出湘籍国画大家杨福音创作的精
品山水、人物及花鸟画共80件。 本次
画展由广东省美协、广州市文联、广
州画院与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湖南
省美协等联合主办。 由河北教育出
版社出版的《杨福音中国画精品》
（人物、花鸟、山水卷）同时首发。

杨福音，1942年出生于湖南长
沙，国家一级美术师。 1993年，杨福
音由湖南书画研究院调入广州书画
研究院。 杨福音坚守中国文化的立
场， 从文人绘画与民间艺术中重新
选择传统， 充分展示并扩大中国绘
画“线”的操作功能与审美功能，整
体推进人物、花鸟、山水走向现代。
杨福音的绘画成就引起美术界的广
泛关注。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
会主任、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
如此评价：“杨福音的画， 给人一种
随和、温敦、入世的亲切感，又有一
种含有内在固执理念的文化意味，
兼有刚毅和柔情， 可以说是南楚文
化古韵发出的当代声音。 ”

著名文化学者、 国家画院研究
员王鲁湘说， 杨福音的作品体现了
他对中国文人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据悉，本次画展将持续10天。 由
王鲁湘和广州画院院长方土担任学
术主持的杨福音艺术研讨会也同期
举行。

七月份出口有起色
1至7月， 全省进出口总额128亿美元， 同比增长14%

有色金属产销稳增
7月份全省规模以上有色金属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7%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王曦
通讯员 曹征麟） 为确保长沙麓谷
大道 （桐梓坡路-岳麓大道） 拓改
工程施工的顺利进行和施工期间道
路的交通安全畅通， 长沙市交警支
队今天就施工期间有关交通限制措
施发布通告。

根据通告， 从8月18日零时起
至2014年2月17日24时止， 对麓谷
大道的桐梓坡路至岳麓大道路段实
行全封闭交通限制措施， 禁止机动
车、 非机动车和行人双向通行。 原
行经该路段的机动车、 非机动车和
行人绕道麓景路、 麓枫路和兴园路
等道路通行。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黄松柏 何丹 朱琴）
今天， 国家级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汨罗产业园项目签约仪式在汨罗举
行。 据悉， 这是长沙经开区在省内
首次设立“飞地工业园”。

“飞地工业园” 是指以工业

园区为载体， 经济相对发达地区
整批输出项目； 欠发达地区提供
土地， 双方合作开发。 今年5月，
长沙经开区与汨罗就建设“飞地
工业园” 达成初步意向。 根据框
架协议， 长沙经开区汨罗产业园
由长沙经开区主导， 园区成立管

委会， 以公司化运作方式统筹园
区的建设发展。 产业园主要承接
长沙经开区汽车和工程机械的配
套产业及其他符合汨罗资源开发
利用的产业， 打造汽车整车生产
制造基地和工程机械设备制造基
地。

本报8月15日讯（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胡玉辉）一个冷冰冰的机器
人会表演京剧？ 今天，记者在长沙长
泰机器人有限公司看到， 该公司生
产的机器人能模仿京剧中的武生，
在音乐的伴奏下舞剑打斗， 将工业
机器人的精度、 柔性化及智能化表
现得淋漓尽致。 省经信委和省加速
推进新型工业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今

天将全省首个工业机器人产业示范
基地的牌子授予了该公司。

隶属中国轻工业集团的长泰公
司，凭借其雄厚的研发、设计能力，已
成功开发出机器人柔性焊接生产线、
全过程铸造生产线、桁架机械手、智能
物流生产线等多门类产品， 是国内少
数几个具有研发、设计、制造能力的工
业机器人自动化系统集成商之一，其

产品广泛服务于上海通用、东风本田、
三一重工等众多知名装备制造企业。

据介绍， 该公司研发的柔性焊
接生产线， 可以使以前一天24个人
的工作量变成现在一天2人完成，基
本实现自动化铆焊， 焊接质量也大
幅提高； 吉利汽车湘潭制造基地采
用该公司的全过程铸造生产线后，
其自动化程度提高到80%以上。

让园区群众越过越好
———访湘潭经开区管委会主任谭浪

华菱携手安赛乐米塔尔投资52亿元

娄底将成为高端汽车板生产基地

2013中国西藏雅砻文化节开幕

杨福音中国画展
广州开幕

长沙麓谷大道
实施交通限制

机器人会干苦力会唱戏
全省首个工业机器人产业示范基地落户“长泰”

长沙汨罗合建“飞地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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