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19日讯 今日
上午，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省反恐办、省邮政速递物
流有限公司在长沙邮检口岸
联合举行“口岸化学有害因
子涉恐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演
练”。演练对我省口岸发生化
学有害因子涉恐突发事件
后，相关单位应急组织指挥、
响应预案程序、 部门协同联
动和物资后勤保障等方面进
行了检阅， 为应对处置积累
了经验。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副局长杨定国介绍，上半年，经
长沙邮检口岸进出境邮件达
562.7万件。同时，检验检疫部
门截获的各种违禁邮件不断增
加， 口岸遭遇核与辐射及化学
有害因子的风险日益加大。
1-8月，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在全省各口岸共监测发现核
生化有害因子78起， 对其中危
害较大的1批予以退运、3批移
交相关部门进行后续处置，有
效防止了核生化有害因子通过
湖南口岸进入。

■记者 杨田风 通讯员 林俊

本报9月19日讯 今日，中俄红
色旅游合作交流系列活动暨首届湘
赣边红色旅游节在浏阳市秋收起义
纪念广场开幕， 中俄双方相关政府
单位代表、 俄国旅行商约500余人
参加了启动仪式。

本次活动旨在深入推进中俄红
色旅游合作交流和红色旅游创新发
展，是继2015年首次中俄红色旅游
合作交流活动后在我省连续成功举
行的第三届，由国家旅游局红办、湖
南省委宣传部、 湖南省旅游发展委
员会、江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湖南
省外事侨务办公室、 长沙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湖
南省接待俄罗斯游客14523人次，
同比增长13.08%，湖南省通过旅行
社组团赴俄罗斯6377人次，同比增
长200%。 ■见习记者 陈柯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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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9日讯 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1185.52亿
元， 工业投资同比增长4%，
全社会用电量增长6.5%……
省统计局今天公布了8月份
湖南全社会用电量、 工业投
资、消费等经济数据，新鲜出
炉的一组组数据又透露了哪
些信息？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超1100亿元

数据显示，8月全省实现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1185.5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9.5%。1-8月，全省共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239.31
亿元，比上年增长逾一成。

从8月来看，全省限额以
上批发零售、 住宿餐饮业法
人单位实现零售额441.71亿
元， 占了全省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超过三成，增长5.8%。
其中，占了“小头”的住宿和
餐饮零售额17.19亿元，比上
年同期小幅增长3.6%。

占“大头”的限额以上批
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中，居
住类商品实现零售额16.66
亿元， 基本生活类商品实现
零售额104.85亿元， 交通电
器设备类商品实现零售额
171.65亿元， 均较去年同期
实现不同程度增长， 但增速

则出现回落。

工业投资呈恢复性增长

工业投资方面，前8月全
省完成工业投资5953.64亿
元 ， 占 全 省 全 部 投 资 的
34.1%； 同比增长4%， 总体
呈现恢复性增长趋势。其中，
制造业投资稳中有进，8个
月完成投资 5101.88亿元，
同比增长4.1%，增速在今年
以来首次高于全部工业投资
增速。

占工业投资“半壁江山”
的民间投资则呈现稳中放缓
态势：8个月全省共完成民间
工业投资4965.91亿元，同比
增长3.2%， 比1-7月回调1.7
个百分点。 制造业行业大类
中 ，文教体育用品、汽车、医
药和食品等12大优势制造产
业、 高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
投 资较快增长； 黑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业、 烟草制品
业等5大传统性高耗能产业
投资明显下滑。

从各市州的工业投资情
况来看，前8月全省市州工业
投资不均衡，有8个市工业投
资保持增长，6个投资下滑。
其中，长沙、岳阳和湘潭总量
居全省前三位。

■记者 吴虹漫
通讯员 孟强 赵敬明 杨東

本报9月19日讯 今天
上午，2017湖南“双创周”之
2017产业互联网创新大会在
长沙召开， 来自工信部、百
度、 京东等10余位行业大咖
齐聚论道产业互联网。会上，
湖南产业互联网创新生态联
盟正式成立，同时，百度（长
沙）创新中心正式揭牌，全面
发力“互联网+创新”。

据了解， 湖南产业互联
网创新生态联盟由百度（长
沙） 创新中心、 腾讯众创空
间（长沙）、阿里巴巴创新中
心（长沙基地）、柳枝行动众
创空间，长沙智能制造研究
总院（长沙工业云平台）5大
孵化平台，湖南竞网、湖南
联通、用友、易观、理才网5
家省内龙头服务商发起成
立，旨在加快推进湖南的互

联网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深度
融合， 汇聚互联网创新创业
平台、 产业互联网服务资源
和互联网创新人才， 构建湖
南的产业互联网创新服务生
态。

百度（长沙）创新中心则
会依托高新区的产业积聚优
势和扶持政策， 百度的产品
资源、技术能力和品牌优势，
及湖南竞网十四年的企业互
联网服务经验， 联合湖南互
联网服务商联盟的专业化落
地服务能力， 打造湖南区域
产业创新创业生态圈。 竞网
总经理黄韬透露， 目前已经
有酷陆智慧———环境云、朗
圣实验室等10余家传统企业
转型及互联网创新创业项目
入驻百度（长沙）创新中心。

■记者 杨田风

为使党员干部牢记党章党规要求，
明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 渤海
银行长沙分行于今年6月组织开展了党
的理论知识考试， 共有114名党员参
考，平均分为91分，考试合格率100%。

今年以来， 该行党委高度重视
学习型队伍建设， 注重将基本理论
与工作实践结合起来，紧紧抓住“以
考促学”关键环节，激发广大党员干
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要我
学”转变为“我要学”。该行通过简
报、 微信等方式推送党的知识系列
学习资料， 使党员干部铭记党章党
规要求，再学十八届历次全会精神，
重温入党誓词， 强化党员意识和党
员观念，更加坚定初心、坚守信仰。

该行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不断
增强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提升
综合金融服务水平；要率先垂范、带头
讲奉献、比团结、攻坚克难推进业务稳
健发展；要继续深化“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把集中学习纳入工作日常，开展
好“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活动。

■潘显璇熊芳 经济信息

为了让金融消费者进一
步了解银行便捷的服务模
式，享受高效的服务过程，体
验灵活的服务渠道， 交通银
行湖南省分行近期开展了为
期一个月的“电子智能服务
推广宣传月”活动，向近10万
市民普及电子渠道使用方式
及注意事项。

“近年来，在互联网服务模
式的培育和影响下， 客户对银
行电子渠道的需求， 开始从单
纯追求产品功能过渡到更注重
追求服务体验。”交通银行湖南
省分行个人金融业务部相关人

士介绍，“开展电子智能服务推广
宣传， 有助于帮助消费者正确、安
全、高效地使用电子银行。”

8月， 该行在营业网点、商
圈、校园、社区等各类场所，通过
横幅、折页宣讲、智能设备操作
演示等方式，向不同客户群体普
及智能电子设备的安全常识，介
绍银行智能设备操作使用技巧，
使广大消费者对银行电子智能
服务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据
统计，活动期间，该行共派出员工
近400人次， 印制并发放宣传资
料3万多份，服务市民近10万人。
■潘显璇 蒋浩 易月 经济信息

8月份部分经济指标数据出炉 全社会用电量增长6.5%�

我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1100亿

具体数据显示，8月全省全社会用电量为157.82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6.5%， 快于7月。1至8月， 全省全社会用电量总数达
1034.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3%。

从产业用电情况来看，全省三次产业在8月份用电量均实
现增长。第二产业仍是用 电“大户”，用电量达77.46亿千瓦时，
其中工业用电就耗去75.08亿千瓦时，同比均实现2.6%的增长；
此外，第一产业用电量2.46亿千瓦时，第三产业用电量29.64亿
千瓦时，分别同比增长9%和10.5%。

数据显示，8月全省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为48.26亿千瓦
时，比上年增长一成。从各市州用电来看，8月全省14个市州全
社会用电量均呈不同程度增长。

湖南产业互联网创新生态联盟成立

链接 全省全社会用电量上升

近日，湖南千山慢病健康
管理有限公司用百万年薪招
聘营销总监的新闻，吸引了众
多求职者的注意力。千山健康
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在
长沙经开区一期投资17亿元
建设慢病精准管理与服务项
目。目前“千山降压”APP已正
式上线投入使用，智能血压计
和健康监护手表也已在“降压
商城”实现全国线上销售。

随着业务的快速推进，千
山健康公司不惜抛出重金招
聘市场营销总监。“如若能打
开全国市场，扩展业务，对于

薪酬，三五百万都不成问题。”负
责招聘的唐女士说道。该职业要
求应聘者具有相关行业背景以
及优越的客户渠道，能帮助企业
迅速开拓全国市场。

此外， 千山健康公司还开
放了包括医药公司总经理、大客
户经理、销售经理、产品经理、高
级运维、平面设计师、内科医生、
运营策划等职位，提前拉开湖南
2017秋招的序幕。随后，涵盖地
产、金融、计算机、医药等各个领
域势必都将开启招人模式，据
悉，目前长沙市场中高端职位的
人才最紧缺。 经济信息

前8月全省口岸监测78起核生化有害因子

千山健康百万年薪招人才
长沙高端人才市场紧俏！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
以考促学

“电子智能服务推广宣传月”让10万市民受益

上半年我省接待
俄游客14523人次

9月19日， 在湖南高
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精
测经调实训室， 泰国教师
在模拟进行轨道线路检
测。 近日， 来自泰国哇碧
巴通职业技术学院的四位
教师， 在湖南高速铁路职
业技术学院开始为期一个
月的交流与学习。

新华社 图

泰国教师来湘
学高铁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