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我省PPI
同比上涨3.3%
� � � � 与工业生产者购进价
格涨幅差距收窄，我省工业
企业盈利能力增强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记者 彭雅
惠）今天，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
发布数据： 4月份全省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 （PPI） 同比上涨3.3%， 涨幅
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
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3.3%， 涨幅较
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两者之间的

“剪刀差” 收窄至近17个月以来最小
值， 为我省工业企业拓展了盈利空
间。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包括生活
资料和生产资料， 价格增幅回升意
味着下游需求有所增长； 购进价格
则主要包括原材料或半成品， 价格
增幅下降意味着企业可因原材料成
本下降改善利润。 自2016年12月
以来， 我省各月工业生产者价格指
数中，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涨幅一
直大于出厂价格涨幅， 工业企业成
本压力较大。 今年， 两者之间的涨
幅差距持续缩小， 1月至4月“剪
刀差” 分别是0.9、 0.3、 0.3、 0，
全省工业企业成本压力逐步缓解。

此外， 4月全省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中， 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4.2% ， 生活资料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0.1%， 可见， PPI上涨不会对我省
居民消费价格带来较大涨价压力。

� � �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记者 孟姣燕 通
讯员 向云峰） 记者今天从2018中国邵阳
绥宁苗族四月八姑娘节暨竹文化旅游节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5月21日至24日， 绥宁苗
族四月八姑娘节将在“神奇绿洲” 绥宁举
办，邀四方游客共享苗家人传统节日。

本次“姑娘节”以“神奇绿洲，美丽姑
娘”为主题，包括姑娘节暨竹文化旅游节
开幕式、伴手礼（竹木）设计大赛、姑娘

宴、 湘西南竹产品展览会暨第二届土货
节、 花歌喔吙飞竹海暨生态旅游系列体
验活动、 绥宁旅游推介及旅行社对接会
等活动，将集中展示抬故事、舞龙灯、打
铜钱、唱土地、苗王背媳妇等原汁原味的
苗家习俗。

据悉，绥宁是“中国竹子之乡”，目前
拥有南竹林面积75万亩，南竹活立竹1.5亿
根，竹业年产值达17亿元，竹产业已成为

绥宁县的经济和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为提升节庆活动影响力， 增强南竹

产业知名度，节会首次融入“竹”元素。在
姑娘宴上将展现全竹特色， 用的是竹餐
具，吃的是竹美食，回娘家的姑娘和游客
将在跳花跳月、姑娘赶菜、蓑衣盖酒、乌
饭传情、 踏歌留客中感受苗民团聚的欢
乐气氛。 湘西南竹产品展览会上展示的
竹食品、竹工艺、竹刻、竹雕、竹文物、竹
家具餐具、竹滑板等商品，让游客见证绥
宁“中国竹子之乡”的奇特魅力。

本次“姑娘节”由湖南省委宣传部、
省文化厅、省旅发委、省民宗委、省妇联
指导，邵阳市人民政府主办。

备战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
全国38名砌筑精英长沙竞技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通讯员 谢银满 叶飞艳 记者 刘
银艳）日前，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超英
杯”砌筑项目选拔赛在中建五局技工学校（长沙建筑工程学
校）落幕。 来自全国各地19支代表队的38名选手参与角逐，
参赛选手均在21周岁以下。 据悉，优秀选手将被选送参加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

此次竞赛学习借鉴世界技能大赛命题方法和考核内容，
分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部分进行。 其中操作技能部分，参
赛者要用180块砖， 在7个半小时内砌筑一道长1.74米、高
1.26米的清水墙，并在墙内嵌入“嵩山少林寺门楼”图案，要
求图案突出墙面5-40毫米6个不同段数据，勾缝清洁5毫米，
且清扫干净。“测评打分评判标准都精确到毫米级，根据打
分点不同，每有1毫米误差就扣除0.1-0.4分不等分数。”此次
竞赛的裁判长周果林介绍。

据了解，世界技能大赛每两年举办一届，是当今世
界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
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2019年在俄罗斯喀山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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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055 9 0 6 9 4 1 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1 10319191.15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28 2 2 9
排列 5 18128 2 2 9 7 8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5000000

� � �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记者 刘永涛）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今天发布的金融
数据显示，4月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
各项贷款余额为33727.1亿元，同比增长
14.0%，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0.7个百分
点，比上月下降0.9个百分点。

分投向看，涉农、小微贷款保持较快

增长。4月末，全省涉农贷款余额、小微企
业 贷 款 余 额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5.3% 、
24.4%， 分别高出全部贷款增速1.3个、
10.4个百分点；1-4月， 全省新增涉农贷
款633.7亿元， 新增小微企业贷款584.1
亿元。

制造业贷款同比多增。 4月末，全省

制造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3%， 增速比
上月提高2.4个百分点。 1-4月制造业贷
款新增106.1亿元， 同比多增69.6亿元，
其中4月份新增25.1亿元，同比多增58.4
亿元。

个人住房消费贷款增速同比明显回
落。 4月末，全省个人住房消费贷款余额

同比增长25.6%， 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
11.4个百分点。

此外，4月末全省住户贷款余额
11509.3亿元，同比增长19.0%。 4月份新
增87.0亿元，同比多增15.7亿元，其中个
人消费贷款新增140.0亿元， 同比多增
30.7亿元。

� � �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记者 刘永涛）
今天，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发布4月份
全省金融运行情况：4月末， 全省金融机
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48533.4亿元，同
比增长8.5%，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5.4个
百分点，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

自上年9月份以来，全省各项存款增
速持续下滑。 1-4月新增存款1804.1亿
元，同比少增917.0亿元，其中4月份净下
降220.8亿元，同比少增489.8亿元。

数据显示， 非金融企业存款同比大
幅少增。 4月末，全省非金融企业存款余

额13512.6亿元，同比增长1.2%，增速比
上年同期下降18.3个百分点， 比上月下
降3.4个百分点。 1-4月净下降324.0亿
元，同比少增1412.8亿元。 4月份新增3.2
亿元，同比少增439.1亿元。

此外，住户存款同比少增。 4月末，

全省住户存款余额24848.4亿元， 增长
9.0%， 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2.9个百分
点，比上月下降0.4个百分点。 1-4月新
增1473.7亿元，同比少增76.6亿元。 4月
份净下降732.7亿元，同比多降151.4亿
元。

� � � � 组建税收服务“一带一路”专家团队，
开通“走出去”纳税服务热线

湖南国税前4月为“走出去”
湘企减免税约400万元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肖江浩 罗

舜爱）今天，省国税局对外公布了今年全省国税系统支持本
土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数据，1至4月，湖南国税系统为“走
出去”企业减免税额约400万元。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我省“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的全面实施，很多湘企迈开步伐，走出国门。

2017年湖南派意特服饰有限公司设在缅甸的公司投产。
得知情况后，公司所在地长沙市望城区国税局工作人员主动上
门，为公司提供境外所得税税收抵免、材料出口加工、境外子公
司与国内总公司的结算往来等涉税政策帮助，并建议企业在国
内设立全资子公司，专营外贸业务，有效规避了原来生产型业
务与外贸业务交叉管理可能引起的涉税风险。

近年来，湖南国税针对省内部分“走出去”企业对享受税
收协定、税收抵免等相关税收政策理解不准确等问题，组建
税收服务“一带一路”专家团队，开通“走出去”纳税服务热
线；联合省商务厅对“走出去”企业进行面对面辅导，建立跨
境涉税快速响应机制，及时回应企业涉税诉求，帮助企业规
避涉税风险，使企业“走出去”更顺畅。

3湘股被纳入
MSCI指数体系

方正证券、中南传媒、中联重科入选，
股价有望获得资金、情绪双支撑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黄利飞） 今日凌晨， 全球
著名指数编制公司MSCI （明晟公司） 公布了半年度指数成
分股调整结果， 234只A股被纳入MSCI指数体系， 其中包
括方正证券、 中南传媒、 中联重科3只湘股。

中南传媒和方正证券系沪市主板股票， 当日收盘股价
分别为13.25元/股、 6.25元/股， 市值分别为238亿元、 514
亿元； 中联重科系深交所主板股票， 当日股价报收4.32元/
股， 市值近337亿元。

3家公司市值排名皆长期位于湘股板块前十名， 此次
入选MSCI指数体系， 有观点认为， 作为MSCI指数成分股，
这3家公司的股价有望获得资金、 情绪的双支撑。 也有观
点认为， 短期外资可能更多只是起到一种引导作用， 实质
性影响或有限。

MSCI指数是明晟公司基于全球市场编制的一系列股价
指数， 全球的专业投资人士均会使用该指数作为投资参
考。 将A股纳入MSCI指数， 一方面， 有利于海外资金入
驻， 给A股带来增量国际资金； 另一方面， 也意味着人民
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更进一步开放。

涉农、小微贷款稳步增长
全省前4月新增涉农贷款633.7亿元

各项存款增速持续下滑
全省4月末存款余额48533.4亿元

四月八，来绥宁体验
苗族风情南竹文化

“吃进”垃圾
“吐出”金钱

5月15日，益阳市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 工作人员在智
能操控焚烧处理生活
垃圾。 该发电厂2016
年6月投入运行，每天
处理益阳市区及桃江
县、 沅江市等地的
1000余吨生活垃圾，
年发电量达8000万千
瓦时， 每天焚烧生活
垃圾可加工成150余
吨环保砖。 目前，该发
电厂年产值可达6000
余万元。
唐俊 傅聪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