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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工业化
“新”在哪
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陶海音 肖建生）

近5年来， 我省新型工业化取得了哪些成
绩？新型工业化到底“新”在哪里？在今天的
新闻发布会上，省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
人李新连对此作了详细解读。

李新连介绍， 自从2006年11月省第九
次党代会作出了把新型工业化作为富民强
省第一推动力的重大决策后，5年多来，全
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
的战略部署，新型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
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

一是综合实力显著提升。2011年，全省
规模工业实现增加值7911.5亿元，5年间年
均增长21.3%。规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突破2万亿元， 达25726.2亿元， 实现利润
1833亿元，分别是2007年的3.1倍和3.8倍。

二是主导作用日益凸显。2011年，我省
全部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到41.3%，比2007年提高5.3个百分点，工业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7年的45.6%提
升到56.1%，成为科学发展和富民强省的主
力军。

三是发展方式持续优化。2011年，全省
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的比重为 10.7% ， 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31.1%，比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快18.3个百分
点。

四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2011年，全省
规模工业实现新产品产值3437.4亿元 ，占
规模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13.0%，比2007年
提高2.6个百分点。规模工业中的高新技术
产业实现增加值， 占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
的比重达到34.2%。

五是发展后劲明显增强。2011年， 全省
完成工业投资4812.1亿元， 是2007年的3.1
倍，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42.1%；完成工
业技改投资3315.1亿元，是2007年的3倍。

数字见证辉煌
陶海音 肖建生

回望过去的5年，节节攀升的数
字谱写了湖南恢宏壮观的篇章，一
条科学发展富民强省的轨迹， 在三
湘大地清晰可见；回望过去，高瞻远
瞩的举措顺应了人民群众的呼声，
一条“四化两型”科学发展的道路，
在我们眼前铺开。

数字是枯燥的， 但数字又是最
直观、最权威的。

过去的5年， 我们看到的是一串
串闪光数字和一个个喜人变化：2008
年，湖南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大
关，跻身“万亿俱乐部”，经济总量在
2008年一举进入全国十强，5年间全
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是历
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全省城镇
化率达到45.1%，14个市州全部实现
高速公路对接，解决农村1281.5万人
的饮水不安全问题……

奇迹已然诞生，数字见证辉煌。

本报记者 肖建生 陶海音

5年风雨历程，5年成就辉煌。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统

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新连发布了党的十
七大以来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显著成就。

党的十七大以来的5年，是湖南人民在科
学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进的5年，是湖南综合实
力增长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群众得
实惠最多的时期之一。5年来，在省委、省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 全省上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抓好“一化三基”，全面推
进“四化两型”建设，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在科学跨越、
富民强省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经济总量连续4年稳居全国
前10位，结构调整迈出新步伐

2007年至2011年， 全省坚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

我省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全省地区生产
总值年均增长14%， 是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
之一。经济总量不断跨越新台阶。2008年，地区
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大关；2011年，接近两万亿
元，达19669.6亿元，扣除价格因素，是2007年的
1.7倍。 经济总量连续4年稳居全国前十。 人均
GDP稳步增长。2011年， 人均GDP为29880元，
扣除价格因素，比2007年增长61.4%。

全省坚定不移调结构，脚踏实地促转变，
经济发展的全面性、 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
增强 。2007年至2011年 ， 第一产业年均增长
4.5%，第二产业年均增长18%，第三产业年均
增长13%，均保持较快发展态势。2011年，全省
三次产业结构为14.1∶47.6∶38.3。其中 ，第二产
业比重比2007年提高5.5个百分点。

区域经济共同繁荣、 协调发展的局面逐
步形成。2011年，长株潭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8307.7亿元， 占全省经济总量的42.2%，比
2007年提高1.5个百分点； 环长珠潭城市群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15483.6亿元， 占全省经济总
量的78.7%，比2007年提高0.5个百分点 ；湘南
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026.1亿元，扣除价格
因素，是2007年的1.7倍，大湘西地区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2505.5亿元，扣除价格因素，是2007
年的1.6倍。

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2011年末，全省城
镇人口3218.2万人， 城镇化率达到45.1%，比
2007年提高4.6个百分点。

新型工业化开创新局面，投资
建设取得新突破

5年来，全省坚持把新型工业化作为富民
强省的第一推动力， 工业经济保持了快速发
展势头。

2011年，全省实现全部工业增加值8122.8
亿元 ，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1.3% ，比
2007年提高5.3个百分点。 工业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达56.1%，拉动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2个百分点。

产业规模持续扩大。2011年，全省工业拥有
机械、食品（不含烟草制品）、石化、有色、轻工、
建材、 冶金和电子信息制造业8个千亿产业。企
业效益不断提高。2011年，全省规模工业企业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25726.2亿元， 实现利润1833.0
亿元，分别比2007年增长2.1倍和2.8倍。

5年来，全省把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
作为支撑和带动全省经济快速发展的着力点
来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扩大。

2007年至2011年， 全省累计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38891.9亿元， 年均增长28.7%。 其中，

5000万元以上重大项目26122个 ， 完成投资
18091.2亿元 ，年均增长28.8%，占全省固定资
产投资的比重为46.5%。2011年，投资对全省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2.8%，比2007年提高6.1个
百分点。

交通、 能源等一批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
强。2007年至2011年， 全省实施重大基础设施
项目9284个 ，完成投资8504.2亿元 ，占重大项
目投资的47%。全省铁路营业里程由2007年的
2799公里增加到2011年的3693公里，公路通车
里程由2007年的17.5万公里增加到2011年的
23.2万公里，高速公路由2007年的1764公里增
加到2011年的2649公里，14个市州全部实现高
速公路对接。

一大批钢铁、有色、石化、造纸、汽车等重
大产业项目投产或开工建设， 工业投资实现
历史性跨越。2007年至2011年， 全省工业重大

项目投资7937.6亿元，占全部重大项目投资的
比重达43.9%。

消费市场形成新格局， 对外
开放达到新高度

5年来，全省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扩大内需
的战略部署，着力培育消费热点，积极推动消
费需求转型升级，城乡消费市场繁荣稳定。

2011年 ，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6884.7亿元，年均增长19.1%。其中 ，城镇消费
品零售总额6154.5亿元，年均增长23.5%。

大型商品交易市场快速发展。2011年，全
省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313个，比2007年增
加106个；商品成交额2488.6亿元，比2007年增
加1304.2亿元。

限额以上企业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
2011年，全省限额以上企业 （单位 ）实现消费
品零售额2889.5亿元，比上年增长30.6%，占全
省社会消费品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29.9%提
高到42.4%。

旅游产业加快发展。2011年，全省实现旅
游总收入1785.8亿元，年均增长24.9%；接待旅
游总人数25328.3万人，年均增长22.5%。

5年来，全省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加快
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扩大区域合作交流，
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开放型经济快速发展 。
2007年至2011年， 全省进出口总额累计达到
661.0亿美元 ，年均增长20.9%。其中 ，出口额
382.8亿美元，年均增长14.2%。累计实际利用
外商直接投资232.1亿美元， 年均增长18.9%。
累计对外承包工程、 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合
同金额97.9亿美元，年均增长7.9%。

财政金融实现新发展， 社会
民生获得新改善

5年来，全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为财政增

收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
也为推进“四化两型”建设 、保障和改善民生
等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2011年 ， 全省财政总收入 2523.5亿元 ，
年均增长23.1%。 其中， 地方财政收入1517.1
亿元 ， 年均增长 26.0% 。 财政支出 3520.8亿
元 ， 年均增长27.0%。 2007年至2011年 ， 教
育、 社会保障和就业、 医疗卫生、 城乡社区
事务等支出累计达5136.3亿元 ， 占财政支出
的44.4%。

金融支持经济发展力度加大。2011年末，
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19334.7亿
元，比2007年末增长1.1倍；人民币各项贷款余
额13186.7亿元，比2007年末增长1.2倍。

5年来，全省坚持民生优先，把保障和改善
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公共
服务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2011年，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844元， 年均增长12.4%； 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6567元， 年均增长14.1%。 随着城乡居民
收入的不断增加 ， 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高 。
2011年，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3403
元， 比2007年增加4412元； 农村居民人均生
活消费支出5179元， 比2007年增加1802元。

就业规模不断扩大。2011年末， 全省城乡
从业人数达到4005.0万人 ， 比2007年末增加
121.6万人。其中，城镇就业1408.9万人，比2007
年末增加287.6万人。

为民办实事稳步推进。省委、省政府实施
了解决农村饮水不安全问题、 改扩建乡镇卫
生院和敬老院、建设农家书屋、城镇零就业家
庭实现动态就业援助、 城市低保对象月均补
助、 城镇廉租住房建设等一系列民生工程 。
2007年至2011年，全省累计新建乡镇到村水泥
（沥青）路97605.2公里，新建农村沼气池77.9万
口 ， 改扩建乡镇敬老院 1157所 ， 解决农村
1281.5万人的饮水不安全问题，新增城镇就业
人员343.8万人。

富民强省展宏图
———党的十七大以来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

节能降耗
稳步推进

5年节约能源3190万吨标准煤
本报10月10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陶海

音） 在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省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新连
介绍，党的十七大以来，我省下大力气推进
节能降耗工作，取得显著成就，为“两型社
会”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据李新连介绍，十七大以来，经过各级
各部门的努力，全省实现了“十一五”节能
降耗目标，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为“十
二五”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5年间，全省累
计节约能源3190万吨标准煤， 万元GDP能
耗由1.359吨标准煤，下降到1.127吨标准煤
(按2005年价格计算)。

节能降耗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2007年至2011年，我省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
降低能耗的矛盾， 以年均8.8%的能源消耗，
支撑了经济总量年均14%的增长，能源消费
弹性系数由“十五”时期的0.7下降到0.6。

节能降耗促进了结构优化升级。 能源
消费结构明显优化，有效地缓解了工业化、
城镇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此外，规模工
业中的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
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
应业等六大高耗能行业， 综合能源消费比
重由 2007年的 80.9% ， 下降到 2011年的
78.1%，回落2.8个百分点。

节能降耗提高了能源综合利用效率。
2011年, 全省发电和炼油能源综合利用效
率，分别比2007年提升了1.0个和3.7个百分
点。

本报10月10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陶海音）在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 省统计局副局长、新
闻发言人李新连介绍，党的十七大以
来，我省投资建设呈现5大亮点，投资
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62.8%， 有力地推动了我省经济的较
快发展。

第一个亮点是投资规模持续扩
大。2007年至2011年，全省共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 38891.9亿元 ， 年均增长
28.7%，其中实施重大项目26122个，完
成投资18091.2亿元， 年均增长28.8%，
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46.5%。

第二个亮点是基础设施逐步完
善。2007年至2011年， 通过加大投资
力度，湖南基础设施建设迈上了新台
阶 。 累计完成基础设施项目投资
11031.6亿元，占全省投资的28.4%，年
均增长26.4%。重点加大了水利防洪、
高速公路、铁路复线、城乡电网改造、
城市建设等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全

省14个市州都通了高速公路，将来还
要实现每个县城半小时以内上高速。

第三个亮点是对新型工业化的
有力推进。2007年至2011年， 全省累
计完成工业投资15995.6亿元， 占固
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41.1%， 年均增
长33.6%，比固定投资年均增速高4.9
个百分点。

第四个亮点是投资结构不断优
化，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得到加
强。5年来，我省在促进传统产业改造
升级的同时， 抓紧引进和培育高科
技、高效益产业，加大高新技术产业
投资力度，共完成投资945.3亿元，年
均增长37.7%， 比固定资产投资年均
增速高9个百分点。

第五个亮点是民生工程建设力度
加大。十七大以来，我省重点加快了文
教卫体、民政社保、安全饮水、扶贫开
发、住房保障、生态环保等民生工程建
设。 全省民生及生态环境工程共完成
投资2406.8亿元，年均增长28.1%。

记者感言
近5年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最快的5年，经济保持年均14%的增长，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越来越幸福。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省统计局副局长、 新闻发言人李新连
发布新闻。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湖南博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冷钢）近年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1年，该公司实
现利税10亿元，创历史最好成绩。图为该公司炼铁厂一角。 熊又华 摄

投资建设呈5大亮点
投资对全省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