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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9月25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田拥军）进出口增幅居全国第一，
民间投资增速居全国前列……今天在长
沙召开的全省市州发改委主任会议透
露， 前8月我省经济运行总体态势平稳，
出现积极变化，亮点多多。

重点领域保持稳定。前8月，全省规
模工业增加值增长8.1%，连续7个月保持
8%以上增速，为近年罕见。这充分说明我

省产业项目建设年、“135”工程等举措正
在发挥效应。其中，代表中高端制造业的
高加工度工业、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
别增长12.6%和14.2%，均好于去年同期。
计算机、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4大行
业对规模工业的贡献率接近50%。

“三驾马车”齐发力。前8月，全省固
定资产投资、 消费分别同比增长10%和
9.9%。其中，民间投资增长19.5%，在全国

处于前列。 新开工建设的重大项目个数
和计划总投资分别增长9.2%和4.4%，比
上半年提高3.7和7.6个百分点。在国际经
济形势复杂的不利局面下， 我省进出口
增势依然迅猛，前8月增长47.8%，比上半
年提高7.7个百分点，增幅居全国第一。

市场信心依然坚挺。前8月，全省新增
市场主体48.86万户，“四上”单位个数增长
6.5%，市场主体预期仍然稳定，积极性仍

然较高。6332家服务业企业中， 有4718家
实现盈利，盈利面达74.5%，同比提高2.6个
百分点，企业增资扩产有较强支撑。

省发改委主任胡伟林说， 四季度要
加强重点项目建设， 确保完成全省重点
建设项目年度投资目标， 并抓紧启动
2020年重大项目库、“十四五” 规划重大
项目库编制， 力争如期实现2021年全省
人均GDP达1万美元的奋斗目标。

� � � � 湖南日报9月25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李祥）省商务厅今天发布信息称，
2019年1至8月，全省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
5470.04亿元，同比增长17.2%。实际使用外
资121.67亿美元，同比增长10.9%；其中，实际
使用外商直接投资7.1亿美元， 同比增长
29.5%，增幅位居全国第四、中部六省第一。

第三产业引资保持快速增长。 第三
产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20%以上的
增幅， 占全省总额比重进一步提高至
52.2%，较去年同期提高5.3个百分点。

第一产业引资持续回暖， 实际使用
外资同比增长26.8%。

“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投资回热，

粤港澳大湾区为最主要资金来源地。最
大的外资来源地香港对湘投资占全省总
额比重达73.3%，同比增长16%。粤港澳大
湾区（广东、香港、澳门）招商引资实际到
资2496.04亿元，占全省招商引资总额的
45.6%，同比增长16.8%。

全省新引进71家“三类500强”企业

投资项目95个，投资总额2043.2亿元。其
中，世界500强企业36家，投资项目49个；
中国500强企业28家， 投资项目37个；民
营500强企业7家，投资项目9个。首次落
户湖南的有5家： 广东雪松控股集团、江
苏双良集团、浙江超威集团、山东威高集
团、江苏高力控股集团。

全省林场职工
职业技能竞赛落幕

汤震获个人第一名，岳阳市代表二队获团体第一名
湖南日报9月25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张瑜）2019年

全省国有林场职工职业技能竞赛今天在临湘市落幕。经过3天
角逐，临湘市五尖山国有林场职工汤震获得个人第一名，岳
阳市代表二队获得团体第一名。

此次比赛分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两部分。理
论知识考试内容主要涉及林学概论、森林抚育规程、森林资源
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等， 技能操作考核内容主要涉及林分
因子调查、目标树培育模拟施工、下层梳伐模拟施工等。

14个市州组织28支代表队共84名选手参加了此次比
赛。获得个人第一名的汤震，被省人社厅授予“湖南省技术
能手”荣誉称号，被省总工会授予“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目前，我省共有216个国有林场，经营面积1600多万亩，
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森林资源基地。

巴陵石化橡胶部荣膺
“中央企业先进集体”

湖南日报9月25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彭展 徐亮亮）
在9月21日召开的中央企业先进集体和劳动模范表彰大会
上，巴陵石化公司橡胶部被授予“中央企业先进集体”称号，
这是巴陵石化所属企业首次获此殊荣。

巴陵石化橡胶部是全球第二、亚洲第一、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热塑橡胶生产研发基地， 拥有中国石化苯乙烯
类热塑性弹性体重点实验室和“中国石化优秀创新团队”，
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2000年至2019年8月，巴陵
石化橡胶部累计实现营业收入613亿元，创造经济效益38亿
元，上缴税费96亿元。

� � � � 湖南日报9月25日讯（金慧）昨天，
2019一乡一品国际商品博览会新闻发
布会在北京召开，宣布博览会将以“一
带一路一世界 一乡一品一梦想” 为主
题，于11月15日至17日在长沙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

博览会由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中
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中国国际商会、
长沙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设有国际合
作、扶贫、特色优势文旅类产品、特色民
宿、标准化健康产品、产业服务、民族药
与相关产品、 地方政府一乡一品8个主
题展区， 展览面积达10万余平方米，届
时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5000家企业展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各类
商品。

除了开幕式， 博览会同期还将举
办第四届全国民族地区发展大会、一
乡一品国际合作论坛、 一乡一品全球

采购商专项对接会、 一乡一品项目投
融资推介会、 一乡一品电子商务发展
论坛等系列活动， 通过邀请与会各方
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共同行动，助力
品牌中国建设。

“选择落户长沙,我们是经过综合考
虑的。” 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理事会常
务主席、总顾问申占华表示，长沙不仅有
产业基础，而且在政治、经济、人文、交通
等方面都具有比较优势， 良好的营商环
境让一些项目总部落户长沙， 不仅会把
专家资源引入长沙， 而且把相关的技术
带到长沙，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共
同促进民族品牌从湖南走向世界。

截至目前，四川、江苏、江西、内蒙
古、辽宁等31个省、市、自治区将组团赴
湘参会参展， 各地名特名品也将集中亮
相展会， 参会普通观众预计达12万人
次，数千名境内外采购商共襄盛举。

� � � � 湖南日报9月25日讯 （欧阳倩 刘超
超）“长沙投资环境越来越好， 期待项目
能在这里落地生根。”中美科技创新合作
中心董事长胡少华，昨天参加“2019海外
创新人才长沙行”活动时，推介了“个性
化精准健康管理系统”项目。像胡少华一
样，来自美国、加拿大、瑞典、日本、新加
坡等国的58位海外人才亮相长沙，并带
来61个智能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等
项目。

一边是海外创新人才寻觅“娘家”，
一边是长沙市22个产业链重点企业求贤
若渴。 坐落于长沙市雨花经济开发区的
湖南中南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漾
早早来到活动现场。 他说：“希望能找到
合作的项目，引进行业拔尖的人才。”

目前， 长沙创新创业的生态和氛围

已经形成。2018年， 长沙市稳步推进省
“芙蓉人才行动计划”和“长沙人才政策
22条”落实落地，引进培育各类人才近20
万人， 全市人才总量达到140余万人。精
心布局海外高端人才引进， 在美国、英
国、法国、瑞典等国家和地区设立6家引
才联络站， 累计推介海外高端人才项目
200多个。去年，吸纳外国专家、海归人才
近2万人，发放留学归国人员租房和生活
补贴1931.25万元。

长沙还建立一站式人才服务窗口，
为留学回国人员创办企业提供政策咨
询、项目申报、投融资、生活保障等。以雨
花区经开区为例，去年，该园区建设近6
万平方米涵盖多个人才梯度的“人才家
园”，累计推出公寓600余套，并计划建设
公寓1200套，可吸纳4000名人才。

前8月全省经济运行亮点多多
进出口增幅居全国第一，民间投资增速居全国前列，规模工业增加值连续7个月保持8%以上增速

前8月我省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增长近三成
增幅居全国第四、中部第一

让民族品牌从湖南走出去
2019一乡一品国际商品博览会11月将在长沙举行

海外创新人才携项目
来长沙找“娘家”

去年吸纳外国专家、海归人才近2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