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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彭雅
惠 通讯员 付硕果） 今天， 省统计
局发布消息：前5月，我省“四上单位”
净增184个，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净增52个， 净增量居中部六省第一
名。这意味着拉动全省经济增长的主
要力量在增强。

“四上单位”指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资质等级建筑企业和房地产开发
经营企业、限额以上批发零售和住宿

餐饮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四
上单位” 是地区经济主体和市场主
体，也是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力
量。

1至5月，我省共新增“四上单位”
338个，比上年同期增加125个，同比
增长58.7%。就增势而言，房地产开发
经营业形势看好， 企业增幅最大，同
比增长了2.7倍；建筑业、工业发展迅
速，资质等级建筑企业和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分别同比增长54.1%、32%；限
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稳中有
进； 但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不增反
降，同比下降31.8%。

新增量和退出量相抵，从企业净
增数量来看，我省除工业外，限额以
上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企业表现也
十分亮眼，在中部其他五省全部净减
少的情况下，我省净增加27个；服务
业仍表现低迷，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

仅净增加1家。
统计显示，私营企业是我省“四

上单位”主力军，前5月共新增279个，
占全部新增量的82.5%； 其他内资企
业新增52个；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
商投资企业共新增7个。

各市州“四上单位”增量差距较
大，其中，永州、郴州、长沙“领跑”全
省，1至5月分别新增57个、28个、26
个。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彭雅
惠）产业经济向好带动全社会用电量“大
跨步”。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数据，5月份
我省全社会用电量131.49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21.5%，用电增幅比2至4月分别提

升了17.1个、19.8个、15.2个百分点。
据统计，我省产业用电“全线飘

红”，第一、二、三次产业用电量全部
实现两位数同比增长， 一改此前3个
月缓慢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局面。其

中，工业用电量80.63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30.5%， 用电量仅次于1月份，用
电增幅为今年以来最高。 由于1月份
我省经历两轮寒潮，导致工业用电高
速增长，此轮高速增长更能如实反映

全省产业经济活力十足。
5月天气宜人，令我省居民生活用

电量稳步下降，城镇居民用电量12.63
亿千瓦时，乡村居民用电量14.74亿千
瓦时，均为今年以来最低水平。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李国斌 王晗 通讯员 肖强）4年一
度的足球世界杯来临，球迷们聚会
饮酒看球现象多发。今天，长沙交
警对外发布， 将在该市创建10条
“零酒驾街区”，通过对酒驾易发街
区的集中治理和融合宣传，增强市
民的交通安全意识，抵制涉酒驾驶
交通违法行为。

“零酒驾街区”，是在酒驾高发
区、饮酒高发区、酒水热销区等热
点商区，通过警企、警民共建共治，
以多形式社会面宣传、优质的代驾
服务、精准数据预警等有效的事前
干预模式， 结合集中整治行动、治
理成果分析、多渠道媒体报道和线
上线下互动等多种创新方式，力争
实现街区零酒驾，成为治理酒驾和
文明出行示范点。

据了解，首批10条“零酒驾街
区”创建示范点分别是：芙蓉区韶
山路(人民路口至解放路口)、天心
区解放路(湘江路口至黄兴路口)、
岳麓区金星大道(金星路杜鹃路口
至枫林路口)、开福区营盘路(湘江
路营盘路口至湘春路口)、 雨花区
城南路(芙蓉路口至韶山路口)、高
新区桐梓坡路(麓景路口至麓谷大
道)、望城区旺旺路(郭亮路口至雷
锋大道路口)、长沙县三一路(东二
路口至星沙大道路口)、 浏阳市金
沙路(花炮广场到通程路口)、宁乡
市新康路(文体路口至春城路口)。

在以上街区，交警将开展高密
度的反酒驾宣传，多方联动开展拒
绝酒驾劝导服务，对重点对象和区
域进行打击监控，开展涉酒驾驶违
法举报等行动。

通讯员 刘勋惠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近日，安仁县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彭新娥与同事一道，又一次来
到金紫仙镇中洞村的羊脑学校，看
望慰问孩子们。“只要还有一个贫
困户，还有一个贫困学生，我们帮
扶的脚步就不会停。”彭新娥说。

中洞村原是一个拥有182户
贫困户、713个贫困人口的落后山
村。2016年，彭新娥与同事来到中
洞村扶贫， 第一站就去了羊脑学
校。

该校的教学设施比较落后，彭
新娥东奔西走， 筹集了一笔资金，
用于改善学校条件。同时，检察院
干警开展结对帮扶，资助家庭困难
的学生。二年级学生段某，由于父
母长期不在身边，性格孤僻，学习
成绩不理想。彭新娥时常给她购买
生活和学习用品，带她参加课外活
动。在彭新娥关爱下，女孩变得活
泼开朗起来。

村民陈安云受技术、资金等
方面的制约 ， 始终没有脱离贫

穷。“老陈，我听说你是个勤劳肯
干的人，你不是在外帮人养过猪
吗，我们一起来帮你发展一个草
食养猪场怎么样？” 拿着扶贫档
案的彭新娥来到陈安云家，开门
见山地说。

听说养猪，老陈来了兴趣：“养
猪没问题，可是资金、场地呢？”

“这个你不用担心，资金、场地
我们来想办法。”彭新娥一番话，扬
起陈安云脱贫致富的希望。

几天后，彭新娥到信贷部门争
取了10万元的帮扶资金， 选好场
地，盖起猪舍，并引进了一批仔猪，
还帮陈安云规划了8亩猪食蔬菜基
地。去年底，尽管生猪销售价格普
遍下跌，可老陈的“土猪”分外走
俏。 脱贫后的陈安云盖起了新楼
房，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逢人
都是一张笑脸。

两年来，中洞村在安仁县人民
检察院干警的全力帮扶下，以特色
种养为依托，实现生产、加工、销售
一条龙服务， 走出了自主创业、自
我发展的新路子。2017年， 就有
171户、687人摘掉贫困帽子。

前5月我省“四上单位”净增184个
拉动全省经济增长主要力量增强

长沙将创建10条“零酒驾街区”

脱贫摘帽村民笑
精准扶贫在三湘

5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21.5%
产业经济向好带动全社会用电量快速上升

用爱点亮长沙
6月13日下午， 奥运冠军龙

清泉在无偿献血。 当天， 由省卫
计委、 长沙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
办的“无偿献血， 用爱点亮长
沙” 大型公益活动在长沙市黄兴
广场启动， 龙清泉及30名志愿者
发起无偿献血、 奉献爱心的倡
议， 现场1126人成功献血， 献血
量约40万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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