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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 娴

[

经济亮点

]

在省政府的指导和部署下， 今

年来， 我省推进 “引进来” 与 “走

出去 ” 相结合 、 外资与外贸相结

合、 外经与外贸相结合， 努力扩大

开放型经济的规模， 推动全省经济

加速发展。

全省一季度进出口规模强劲回

升。 据长沙海关统计， 一季度， 全

省完成进出口总值

27.4

亿美元， 同

比增长

30%

。 其中， 出口

14.5

亿美

元， 增长

22.8%

； 进口

12.9

亿美元，

增长

40%

， 为历史同期新高。 主要

出口商品中， 机电及高新技术产品

占出口份额比重进一步增大， 资源

类及生产零部件商品增长较快。 进

口商品大多稳步增长。 一季度， 我

省有出口实绩的企业

1225

家 ， 较

2009

年同期增加

95

家。

实际利用外资强势增长 。 一

季度 ， 全省新批外商投资企业

90

个， 同比增长

23%

以上； 实际使用

外资

12.76

亿美元 ， 同比增长近

2

成 。 这些新批项目主要分布在第

二产业 ， 对我省新型工业化建设

的作用力明显 。 产业结构有所优

化 ， 第三产业新批项目和合同外

资大幅增长， 服务业大项目增多。

投资质量进一步提升 ， 平均单个

项目投资总额比去年同期高出

837

万美元 。 一季度 ， 我省

3000

万美

元以上的新批外商投资项目

8

个 ，

同比翻了一番 ， 其中新引进世界

500

强项目一个， 使我省利用外资

累计引进世界

500

强企业达

48

家 。

长株潭地区和大湘南地区成我省

投资洼地 ， 实际使用外资的总和

占全省总额的

86%

。

“走出去 ” 步伐稳健 。 一季

度， 全省共核准境外企业

61

家， 中

方合同投资额

1.92

亿美元， 同比增

长

23%

。 我省对外投资地区广泛，

分布在东盟、 美国、 意大利、 香港

等

14

个国家和地区， 且开拓了新兴

市场墨西哥。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

区的启动， 我省对东盟国家投资份

额快速增长，

61

家新核准的境外企

业中， 有

35

家在东盟， 中方合同投

资额达

5985

万美元。 对外承包工程

逐渐回暖。 一季度， 全省对外工程

承包业务完成营业额

1.47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88%

。 对外劳务合作业务

持续快速发展。

1

至

3

月， 全省对外

劳务合作新签合同额

1.54

亿美元 ，

增长

23%

。

[

权威解读

]

长沙海关关长 靳晨光

一季度湖南外贸形势继续向

好，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加工贸易持续高速发展， 好于

一般贸易。 一季度， 加工贸易进出

口额为

3.3

亿美元 ， 同比增幅达

56%

。 其中

2

月份加工贸易额达

1.2

亿美元， 为单月历史次高点。

大部分主要贸易市场贸易额均

已恢复或超过

2008

年同期水平。 出

口市场方面， 湖南对美国、 日本出

口以无机化合物、 陶瓷器皿、 服装鞋

袜、 农产品以及锰产品、 铁合金、 汽

车零件等基础原料、 配件为主， 这些

商品的市场需求刚性较强， 受冲击较

小； 对东盟出口以汽车、 变压器等机

电产品和钢材为主， 经济回暖扩大生

产 、 消费的需求很快带动出口的复

苏。 进口市场方面， 自欧盟、 日本进

口的商品中 ， 机电产品占

8

成以上 ，

全球性经济危机为湖南进口关键设

备、 重要零部件等提供了良好的市场

环境。

私营企业出口占全省出口额半数

以上，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继续加速

发展。 一季度， 湖南省私营企业进出

口

11.2

亿美元， 增长

43.1%

， 占同期

全省外贸额的

4

成； 国有企业进出口

10.4

亿美元， 增长

17.5%

； 外商投资

企业进出口

5.3

亿美元， 增长

38.7%

。

机电、 高新产品出口高速增长。

一季度， 湖南机电产品出口

5

亿美元，

增长

45.4%

，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9773

万美元， 增长

76.6%

。

今年， 湖南省外贸发展仍面临不

少挑战。 首先， 经济危机的影响还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 第二， 外贸

企业资金压力和经营风险增大 。 第

三 ， 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增多 。 第

四 ， 发展低碳经济对 “两高一资 ”

（高耗能、 高污染和资源性） 产品的

出口形成巨大冲击。

但机遇往往与挑战并存， 今年，

湖南要抓住外贸发展环境向好的机

遇， 利用国家出台的 《促进中部地区

崛起规划》 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加快

“一化三基” 建设， 加快产业结构调

整与升级的步伐。 随着武广高铁以及

省内多条高速公路的相继竣工通车、

“粤港澳直通车” 通道打开等， 省内、

省外交通更加便捷， 有利于削减企业

的物流成本， 要借此时机加大对加工

贸易转移产业的吸引力。 另外， 还要

利用省内产业发展较好的势头， 新增

产业转移项目， “转方式、 调结构、

拓市场”， 为外向型经济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

岳阳城陵矶新港作为湖南唯一的对外开放港口和长江港口， 成为湖南对外贸易的窗口。 李敏 摄

进一步加快开放步伐

一季度经济形势解读之二

本报

5

月

12

日讯 （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夏勇） 省委组织部今天在株

洲召开全省党委组织部办公室工作会

议， 回顾总结

3

年来全省组织部门办

公室工作情况， 研究部署今后一段时

期的工作。 省委常委、 省委组织部部

长黄建国以梅花为喻， 勉励全省组工

干部应具有梅花 “俏也不争春， 只把

春来报” 的情操和积极向上、 无惧无

畏的政治品格， 以道德、 知识、 本领

上的优势， 当好党委、 政府的参谋助

手。

黄建国以 “赏梅四贵” 为题， 生

动地勾画出对组工干部的 “四美” 期

盼 。 一是贵浓不贵淡 ， 追求热情之

美。 组工干部要时刻保持蓬勃向上、

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以高昂的热情

和激情， 围绕组织工作的重点， 积极

稳妥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扎实推

进创先争优活动 ， 加强基层组织建

设， 认真扎实提高组织工作科学化水

平 。 二是贵老不贵嫩 ， 追求成熟之

美。 要学而不厌、 含而不露、 从容不

迫， 努力培养组工干部慎密思维、 准

确判断、 透彻分析、 灵活应对的理性

智慧。 三是贵活不贵僵， 追求求新之

美。 要规范而勇于创新、 正派而不僵

化、 现实却又前瞻， 把改革创新的精

神贯彻于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全过

程， 提高把握政策的能力和水平。 四

是贵平和不贵闹腾， 追求简约之美。

以平和之心对待名、 以淡泊之心对待

位、 以知足之心对待利、 以敬畏之心

对待权、 以进取之心对待事， 自觉做

到有功劳的时候不伸手、 有苦劳的时

候不计较、 有疲劳的时候不抱怨。

黄建国以梅花为喻勉励组工干部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本报

5

月

12

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刘赛华 李益德 陈光明） 今

天是我国第

2

个 “防灾减灾日”， 省红

十字会、 长沙市开福区红十字会的工

作人员走进社区和学校， 开展健康和

防灾减灾知识问答和免费检测血糖活

动， 进行急救知识演练比赛， 宣传防

灾减灾知识 。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

员、 省政府顾问唐之享出席省红十字

会在岳麓区咸嘉新村社区的活动。

据介绍， 今年 “防灾减灾日” 的

主题是 “减灾从社区做起”， 省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通过张贴海报、 发放应

急知识手册等方式宣传防灾救灾知

识， 呼吁人人都要学习灾害防备和自

救互救技能， 提高自我防护和生存的

能力。 开福区疾控中心的医务人员当

天进行了公共安全防疫应急演练， 而

来自浏阳河小学的青少年救护表演

队， 向大家展示了锻炼时不慎肌肉拉

伤、 扭伤等应急救护知识演练。

与此同时， 今天上午， 由省科协

主办的

2010

年湖南省 “防灾减灾日”

科普宣传活动启动式在娄底三中体育

馆举行。 省科协邀请省地震学会童迎

世教授作了有关防灾减灾的科普报

告。 报告会结束后， 省科协现场发放

了防灾减灾的科普资料， 并组织观看

科普展览。 上午

11

时， 娄底市消防支

队还组织娄底三中部分师生进行了防

灾减灾的消防安全演练， 现场演练了

紧急疏散、 安全转移和紧急救护等课

目。 通过现场观摩， 师生们学习到了

许多防灾减灾的科普知识。

我省开展

“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

我省遭暴雨袭击地区获支援

本报

5

月

12

日讯 （通讯员 刘赛华

记者 段涵敏）今天，中国国际文化传

播中心、 中国爱心工作委员会向省红

十字会捐献

50

万元， 支援我省

5

月

6

日

前后遭遇暴雨袭击地区的救灾工作。

据了解，

5

月

6

日前后的暴雨袭击，

导致我省娄底 、怀化 、衡阳 、株洲 、湘

潭、邵阳、郴州

7

市

22

个县（市、区）

307

个乡镇受灾， 各部门救灾工作紧锣密

鼓进行， 灾情牵动着四面八方爱心人

士的心。省红十字会收到捐款后，立即

回电致谢，并征求捐赠方意愿，表示尽

快将捐赠款用于采购灾区群众急需的

大米和棉被等救灾物资， 发放到新化

等灾情最严重的地区， 解决灾民最迫

切的生活需要。

省红十字会收到捐款5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