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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13日讯（记者 彭雅
惠 通讯员 黄勇华）今天，记者从长
沙海关获悉，1至2月， 全省进出口总
值250.2亿元，同比增长44.6%，高于
全国外贸增速24个百分点。

统计显示，我省加工贸易增长较

快， 前两个月累计进出口75.9亿元，
同比增长52.9%； 一般贸易同比增幅
为41%。

我省与主要贸易伙伴间双边贸
易均有不同程度上涨。 其中， 对澳
大利亚、 香港进出口上涨最快，同

比分别增长93.7%、78.2%； 对欧盟
和东盟的双边贸易均保持了15%左
右的增幅。

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继
续引领全省进出口。1至2月，机电
产品出口增长50.7%，占同期全省

出 口 总 值 的 46.1% ； 进 口 增 长
77.9% ， 占同期全省进口总值的
39.9% 。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95% ， 占 同 期 全 省 出 口 总 值 的
16.1% ；进口增长 1.03倍，占同期
全省进口总值的17.4%。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 （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黄艳 ）三一集团
今天传出消息，在刚刚落幕的美
国拉斯维加斯国际工程机械及
传动机械博览会（简称“美国拉
展”） 上， 三一集团全面展现了
“中国制造”的魅力，收获订单超
过千万美元。

美国当地时间2017年3月 7
日，全球行业顶级盛会———美国拉
斯维加斯国际工程机械及传动机
械博览会开幕。 来自世界各地的
2500家制造商、配套商、服务商等
参加展会。作为展会上最大的中国
企业参展商，三一集团以“Now� it�
is� time� for� Sany”为主题，代表
“中国品牌”闪耀登场。

三一集团此次携27台主机产
品、65款配件及各种品牌商品前
来参展。 凭借优异的产品质量、多
元化的营销方式以及成熟的本地
配套服务体系， 三一展区人气爆
棚， 前3天的客访量就超过5万人
次，其中混凝土机械、起重机械等

产品行情十分火爆。
在混凝土机械领域， 三一一

直保持着高水准的表现。三一是
全球混凝土机械的领导品牌，拖
泵设备素有“世界泵王”的称号，
目前，三一泵车全球市场占有量
超过四成， 市场占有率全球第
一。 开展当天， 中东客户就订下
了近50台混凝土机械设备，成为
展会当天的最大亮点。

作为三一国际化发展程度最
高的事业部之一，三一的起重设备
近年来发展迅猛。 此次展会上，首
次展出的300吨级新型全路面起
重机就被南非客户一眼看中。同
时， 还有6台三一越野吊被阿根廷
客户收入囊中。

近几年来，三一在美国本土不
断深度推进，已经成为北美地区最
具影响力的“中国工程机械品牌”
之一， 业绩迅速提升；2016年，在
全球市场特别是欧美市场需求波
动的背景下，三一产品在美国市场
出口同比上升103.7%。

湖南 日 报 3月 13日 讯 （记 者
张颐佳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长沙
市委书记易炼红赴长沙市青少年
宫项目建设工地调研并现场办公。
他强调，要发扬工匠精神，高标准
规划建设、运营管理，把青少年宫
打造成助推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
的乐园。

长沙市青少年宫建于上世纪50
年代， 是几代长沙人的美好记忆。但
随着时代发展， 青少年宫的基础设
施、 配套建设等已很难满足需求。长
沙市将其确定为重点民生工程，投资
4.1亿元进行改扩建。

走进工地，易炼红详细询问建
设进展和后期运营管理筹备工作
情况。 青少年宫扩建面积达5.5万
平方米，分文体活动区、素质教育
区、多功能影剧院3个分区，预计7

月份可交付。易炼红要求各级各部
门，严格按节点倒排工期，确保尽
早交付使用；要立即着手就后期运
营管理进行专题研究， 确保建好、
管好、用好青少年宫；要切实加强
周边环境综合整治，让改扩建后的
青少年宫成为与创建国家中心城
市相匹配的城市亮点。

青少年宫院内有双清亭、 丰乐
亭、澄湘亭3座清代古亭，还发现了三
国魏晋时期的古长沙城墙，院内有原
生树木100余棵，树龄过100年的有2
棵。“古亭古墙古树是长沙这座全国
历史文化名城的见证者，恰好位于改
建提质的范围内， 这是历史的巧合，
更是青少年宫发展的机遇。” 易炼红
要求精心做好历史遗迹保护工作，延
续好城市的历史文脉，让更多孩子懂
得历史、珍惜当下。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 （通讯员
万检新 记者 张斌）今天，省纪委在
省委党校召开全省贫困县纪委书记
座谈会。会议要求，认真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把责任牢牢
扛在肩上，加大对扶贫资金“雁过拔
毛”的整治力度，为坚定不移打赢脱
贫攻坚战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湖南“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
专项整治于2016年3月全面部署启
动。至去年12月底，全省共受理“雁
过拔毛 ” 式腐败问题线索举报
10049件， 立案调查5675件， 处理
7951人， 追缴资金3.68亿元， 清退
资金7025.06万元。

会上，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
厅长、 省预防腐败局局长许显辉表
示， 各级纪委要坚决铲除侵害群众
利益的腐败毒瘤， 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基层延伸， 不断厚植党执政的
政治基础。

会议要求，要把握重点，巩固扩
大工作实效，把好问题线索清查第一
道关口， 加强问题线索规范管理，加
大重点问题线索查处力度，持续保持
“雁过拔毛” 式腐败问题整治高压态
势。 要从政治的高度来看待和推进
“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治理，提高执
纪透明度，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坚决将“拔了的毛”还回
去。要从完善资金管理、使用和监督
制度， 从加强财务审计检查和推广
“互联网+监督”等方面着力，推动相
关部门加强资金监管，推动治理工作
向纵深发展。要强化党委的主体责任
和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狠抓
工作落实， 用好责任追究这把利剑，
坚持“一案三查”，把责任压紧压实。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符谦 张彩云） 今天
上午，湖南省市县统战部长培训班
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开班。这是我
省首次组织省、市、县三级统战部
长赴中央社院开展集中培训，培训
内容除了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宏观
经济形势分析外，危机处理与媒体
沟通等内容也纳入其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一
战线工作， 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
想，作出了一系列新部署。如何准
确把握新形势下中央对统一战线
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 全面推动
全省统战工作创新发展？ 新时期
基层统战工作的重点难点在哪
里？ 这次为期一周的学习分为统
一战线理论与政策以及能力建设
两大板块。 培训班邀请了来自中
央统战部、中央社院、国家发改委
宏观经济研究院、全国人大新闻局

的专家学者， 将分别围绕学习
习 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一战线重要
论述、协商民主、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统战工作、非公经济领域统战工
作、民族宗教工作，以及宏观经济
形势分析、危机处理与媒体沟通等
课题，举行专题辅导报告。

来自省委统战部、省直统战系
统单位负责人，各市州委统战部部
长、 各县市区委统战部部长等近
150人参加培训。株洲荷塘区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王顺安说，以前都
是忙于事务性工作，通过这次学习
将更加全面、系统、准确理解党中
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对今
后“怎么干”很有指导意义，也更有
信心。

今年省委统战部还将连续举
办三期统战干部培训班， 实现省、
市、县三级统战部部长、副部长和
统战干部全部轮训一遍的目标。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通讯员 江
洪渭 谭慧媚 记者 柳德新) 春为岁
首，农为行先。春耕，是今年农业供给
侧改革的第一仗。农行湖南分行加大
春耕备耕信贷投放力度，发挥资金对
农业结构调整的“药引子”作用，助力
农业供给侧改革。截至3月上旬，该行
已累计对近千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放贷款10亿余元。

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
支持力度，助力传统农业生产结构优
化调整，是农行湖南分行支持农业供

给侧改革、服务春耕的重点。早在春
节前，该行就根据前期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建档数据，对全省油茶、茶叶、粮
食、烟叶、生猪等特色种养产业的合
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重新摸
底，了解信贷需求。各市州二级分行
选择有信贷需求的前100名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予以重点支持，尽快投放贷
款，并提供全流程、全方位金融服务。

为引导农民调结构、 降成本，农
行湖南分行量身定制农村金融产品，
提供差异化服务， 支持春耕生产。在
洞庭湖畔的益阳、常德、岳阳等地，当
地农行在保持传统农户联保、银财保

等农业贷款模式的基础上，引进政府
财政风险补偿基金担保机制，累计发
放贷款2.1亿元，引导农民推广“稻-
鱼”“稻-虾”“稻-鸭”等模式，提升综
合种养效益。在衡阳、邵阳、湘西等
地，当地农行依托“油茶贷”“茶叶贷”
“烟叶贷”等特色信贷产品，累计发放
贷款2.5亿元，推动油茶、茶叶等特色
产业上规模、提品质；在江华等贫困
县，当地农行创新推出“农村贫困妇
女专项扶贫贷”， 引导7000多名贫困
妇女种有机茶、养生态猪。

湖南外贸迎来“暖春”
头2月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44.6%，高于全国外贸增速24个百分点

展示“中国制造”魅力
“美国拉展”三一签下千万美元订单

省市县三级统战干部进京培训

农行“贷”动春耕
对近千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放贷10亿余元

易炼红调研长沙市青少年宫项目时强调

打造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乐园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全省贫困县纪委书记座谈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