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
长10.9%。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同比下降1.8%。6月份，一二三线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
销售价格同比涨幅均回落。

在毛盛勇看来，当前房地产市
场运行总体是平稳的。■据新华社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0.9%

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从今日
召开的全省商务系统落实稳外贸工
作现场交流座谈会上获悉， 今年上
半年湖南实现进出口总值1823亿
元，同比增长40.1%，增幅居全国第
二； 其中出口 1281亿元， 增长
57.3%；进口542亿元，增长11.4%。

今年1月-6月，全省进出口额排
名前三的市州为长沙、衡阳、岳阳，
分别完成进出口额 831.49亿元、
144.58亿元和134.71亿元， 三市进
出口额占全省总量的60.93%。 整体
看来，长沙、怀化、张家界、永州、湘
潭、益阳、邵阳、娄底、岳阳、衡阳、常
德、 株洲12个市州进出口额均实现
增长；郴州和湘西自治州为负增长，
分别同比下降了11.8%、21.3%。

全省外贸“破零倍增”工作在今
年上半年成果显著， 进出口破零企
业超800家， 倍增企业超600家，“破
零倍增” 企业新增进出口额占到了
全省进出口总额的20%左右。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黎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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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长沙分行面向湖南地区诚聘英才

一、应聘人员基本条件要求：

1、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和道德修
养，爱岗敬业，坚持原则，廉洁自律；

2、诚实守信，品行端正，无违规违

纪等不良记录；
3、勇于开拓创新，有较好的团队

合作能力和良好的沟通能力；
4、拥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

二、招聘岗位及任职要求：

●投行、贸金、金融市场业务产品经理岗
1、 熟悉投资银行、 资管、 金融市

场、 贸易金融等相关业务以及相关法
律法规；

2、具有 3 年以上银行相关岗位从业
经验，业绩较为突出；

3、 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年
龄在 35周岁以下(含）。
●客户经理岗（公司 /零售）

1、 具有 2 年及以上银行相关从业
经验；

2、35周岁以下（含）；
3、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应

聘娄底新化、永州新田、衡阳耒阳可以
适当放宽学历条件）；

4、取得银行、证劵、基金、AFP、CFP
等资格认证者优先；

5、具有业务资源 ，且业绩突出者
优先。
●柜台员工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2、年龄 30周岁以下（含）；
3、具备同业同岗位或相关岗位两年

及以上工作经历（不含派遣经历）优先。

●综合文员岗（劳务派遣）
1、大专及以上学历；
2、熟练使用 Office办公软件；
3、 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 服务意

识，办事稳重，作风扎实；
4、年龄 30周岁以下（含）。

三、工作地点：
长沙及全省各地市

四、应聘简历要求：
1、本人基本信息、家庭情况、教育情

况、工作经历（包括具体岗位、工作主要内
容和业绩描述等）；

2、经资料审查符合条件者，我行将
通过电话、短信方式通知笔试、面试及其
他相关事宜。

五、应聘方式
1、 请应聘者登陆 csgd2018@163.

com、密码 w123456，下载应聘报名表，填
写完毕后发送至 csgd1999@163.com，
应聘报名表请注明“姓名 _应聘 **岗位 +
意向工作地点”；

2、报名截止日期：2019年 7月 21日
3、咨询电话：0731-85363685

���������������������������0731-85363513����������
联系人：傅经理、臧经理

我行承诺对应聘者资料保密，所有应
聘者资料恕不退还。

中国光大集团是中央管理的国有特大
型企业，创办于 1983年。 经过多年发展，已
成为拥有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全
牌照以及环保、旅游、健康、科技等实业业
务的大型金融控股集团， 担负着国家探索
金融综合经营的重任。 2018年在“世界 500
强”中排名第 322位。 中国光大银行是中国
光大集团的骨干企业， 是一家国有控股的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1992 年成立，
2010 年实现 A 股上市，2013 年实现 H 股
上市。 在全国 136 个经济中心设有分支机
构 1252家，并加快海外布局，资产总额逾 4
万亿元。 2018 年在“世界 1000 家大银行”
排名中位列第 39位。

1999年 3月 18日，中国光大银行整体
接收原中国投资银行，设立长沙分行，负责
湖南地区业务经营。 目前，长沙分行在全省
设有 9家二级分行，拥有综合性网点 52家、
社区银行 36家。近年来，中国光大银行长沙
分行充分发挥金融控股集团优势，加大金融
创新，努力打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联动集
团各企业大力支持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综合
竞争力在湖南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排
名前列，以特色化的经营模式和发展风格活
跃在湖南经济社会的舞台上。 同时，发挥党
建特色，彰显央企担当，设有韶山光大村镇
银行，大力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发展；协
同做好光大集团在湖南新化、新田、古丈三
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定点扶贫日常工作，累计
组织实施扶贫项目 300多个，投入资金近 3
亿元，带动 20多万人脱贫。

因业务发展需要特面向湖南地区

诚聘人才

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国民经济“成绩单” GDP增长6.3%，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进出口总额14.67万亿元，增长3.9%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3%、 消费增长贡献率超六成、货

物进出口总额增长3.9%、 新设外商投资企业2万余家……
透过中国经济大数据，一幅稳中有进的经济画卷跃然眼前。

7月15日， 国新办发布会现场， 中外记者争相涌
入———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 中国经济交出怎样的
“半年考”答卷，牵动全球目光。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上 半 年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4509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同比增长6.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毛盛勇说，总的来看，上半年
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延
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

态势。6.3%的增长速度在全球
主要经济体里还是名列前茅
的。下半年外部环境可能依然
比较复杂，但经济平稳运行的
基本面不会变，政策储备还有
很多空间， 国内市场不断壮
大， 这些都有利于实现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各项数据中，消费“成绩
单” 无疑最打眼。2019年上
半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95210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8.4%。在全部居民最终消费
支出中， 服务消费占比为
49.4%， 比上年同期提高0.6
个百分点。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
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认为，
目前，旅游、文化等服务消费
已占消费总支出的“半壁江
山”，凸显了消费升级加快的
趋势， 应通过加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 进一步挖掘服务
消费潜力。

“外资纷纷撤离中国” 的言
论是真的吗？ 商务部数据显示，
今年1至6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
资企业20131家；实际使用外资
4783.3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7.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
示， 中国政府支持外资企业在华
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 中国政府
仍将进一步推动市场开放， 推动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加大外商投
资权益的保护力度。

GDP：增长6.3%，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消费：“买买买”近20万亿元，消费升级凸显

外贸：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3.9%

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 外贸
是否受到影响？ 数据显示， 上半
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14.67万
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3.9%。其
中，出口7.95万亿元，增长6.1%；
进口6.72万亿元，增长1.4%。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李魁
文说， 稳外贸举措效应持续显
现,“放管服” 改革深入推进、大
规模减税降费措施接连落地等，
有效提振了市场、企业的预期和
信心。

外资：新设外商投资企业2万余家

物价：CPI同比上涨2.2%

上半年，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2.2%。6月份，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7%，涨幅与
上月持平；环比下降0.1%。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

级研究员刘学智分析，鲜菜价格同
比涨幅已经回落。除猪肉价格外，
其他拉升CPI的因素都较弱，下
半年CPI上涨空间有限，不存在明
显通胀压力。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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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
我省进出口额1823亿
同比增长40.1%，增幅居全国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