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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13018期 开 奖 号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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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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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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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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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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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六等奖
七等奖

1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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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娴 肖建生

居民收入快速增长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突破2万元
2012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为21319元，比上年增加2475元，同
比（下同）增长约13%，实际增长10.7%。
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人均工资性收入为
11924元，人均经营净收入为3008元，人
均转移性收入为5519元，人均财产性收
入为868元，均增长11%以上。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实际增长11.5%

2012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为7440元，增长13.3%，实际增长11.5%。

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是农民收入
增长的最大亮点。2012年， 全省农村居
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3847元，增长18%
以上，对农民纯收入增收贡献率达到近
7成； 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首次
超过一半，达到51.7%。

农民外出务工人数和收入双双增
长。2012年，我省外出农民工人数（本乡
镇外从业）为1056.9万人，增长近4%；外
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首次突破2000元，
为2094元。

在农村居民收入中，家庭经营收入
为2903元，增长6.5%；人均转移性收入
为577元，其中农民得到的救济金、养老
保险金、各种政策补贴等政策性转移收
入人均为330元，增长15.4%。

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城镇
2012年， 农村居民收入增幅较城镇

居民高0.2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连
续3年下降，由2009年的3.072∶1，逐步缩
小为2010年的2.947∶1、2011年的2.869 ∶1
和2012年的2.865∶1。

城镇低收入居民收入
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012年，全省城镇最低10%收入户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310元 ， 增长20%
多， 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7.6个百分
点。

城镇居民最高10%收入户与最低
10%收入户人均收入比连续3年下降 。
从2009年至2012年，分别为7.61∶1、7.19∶1、
6.99∶1、6.59∶1。

居民消费较快提升
城镇居民消费支出
增长9个百分点

2012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为14609元，增长9%，实际增长6.7%。

八大类消费支出全面增长。 其中，
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食品类
消费支出增长较快 ， 分别增长16.1%、
13.9%和10.1%；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衣着、交通与通信、居住类支出分别增
长9.9%、8.4%、5.5%和0.7%。

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
增长13.3%

2012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
费支出为5870元，增长13.3%，实际增长
11.5%。

八大类消费支出全面增长。其中医
疗保健、其他商品和服务、衣着类支出
增幅较大 ， 分别增长 25.4% 、23.5%和
22.1%；文教娱乐、交通通信、家庭设备
用品及服务、居住、食品支出分别增长
15.5%、14.2%、12.9%、12.2%和9.9%。

城乡居民文化教育娱乐消费
比重提升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文化教育

娱乐消费支出， 占整体消费支出比重
分别为 11.9%和 6.8% ， 较上年微幅提
升。

城乡居民住房面积继续增加
2012年，湖南城乡居民人均居住住

房建筑面积分别为40.22平方米和46.54
平方米，比上年分别增加0.53平方米和
0.14平方米。

市场价格基本稳定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
上涨2个百分点

与2011年相比，全年居民消费价格
的涨幅降低3.5个百分点，为2%。其中，
城市上涨2.2%，农村上涨1.6%；消费品
价格上涨 2.2% ， 服务项目价格上涨
1.4%。

分月看，同比涨幅前高后低。1月上
涨3.7%，为年内最高，之后回落明显；10
月上涨1%，涨幅为32个月以来最低；11
月和12月有小幅回升。

分类别看， 八大类指数 “七涨一
跌”。其中，食品类上涨最高，为3.3%；食
品类价格上涨影响消费价格总指数上
涨1.1个百分点。 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
类上涨2.7%， 烟酒类上涨2%， 居住类
上涨1.7%， 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
类上涨1.4%，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
务类上涨1.2%， 衣着类上涨1%左右 。
八大类指数中只有交通和通信类下降
0.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小幅下降

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
0.9%。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1.7%，生
活资料价格上涨1.8%。

全年中 ，1月上涨2.2%， 为年内最

高；之后逐月回落 ，8月下降3.1%，为年
内最低。

分类看， 调查的37个大类行业中，
有20个行业产品出厂价格呈不同程度
下降， 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废弃
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化学纤维
制 造 产 品 价 格 分 别 下 降 6.2% 、8.3% 、
9.3%和15.5%。

农产品生产者价格
微幅上涨

全年农产品生产者价格上涨0.2%。
其中种植业、 林业、 渔业的产品价格，
上涨3至4个百分点， 畜牧业产品价格
下跌4%。 从主要品种看， 稻谷、 蔬菜
价格分别上涨5.1%、 6.5%， 生猪价格
下跌4.4%。

新建住宅销售价格
略有下降

2012年，全省新建住宅销售价格下
降0.1%，其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上
涨0.2%。

农业生产平稳向好
粮食产量突破600亿斤
2012年 ， 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

601.3亿斤，比上年增加13.4亿斤 。稻谷
总产量为526.3亿斤，增长2.2%。

全省粮食播种面积7362.1万亩，比
上年增加42.7万亩 。其中 ，水稻播种面
积呈“双增单减”的良好态势。粮食单产
为每亩408.4公斤，增长1.7%。

生猪存栏出栏双双增长
2012年，全省生猪出栏5878.8万头，

增长逾5%。 生猪年末存栏4245.5万头，
增长2.1%。

部分工业和服务业
平稳发展

规模以下工业平稳运行
2012年，湖南规模以下工业完成总

产值3034.6亿元，实际增长6.5%；现价增
加值为1000.7亿元。规模以下工业企业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850.5亿元、营业利
润222.6亿元，分别增长7%、18.6%。

部分服务业较快发展
据对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

仓储业、计算机服务业、软件服务业、租
赁业、商务服务业、娱乐业等11个服务
行业大类和2个行业中类的抽样调查结
果显示，2012年全省部分服务行业实现
营业收入883.7亿元，增长逾16%。

分行业看，物业管理和房地产中介、商
务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迅速， 分别增长
27.1%和26.5%，其次是清洁服务业、科技推
广和应用服务业，分别增长21.3%和19.6%。

PMI指数快速回升
2012年，PMI均值为50.1%，略高于

50%临界点。
从构成看， 生产指数均值为52.5%，新

订单指数均值为49.6%，原材料库存指数均
值为47.7%，从业人员指数均值为48.7%，供
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均值为49.7%。

全年中，PMI最高时达53%，最低时
为48.1%。至12月，PMI强劲回升到临界
点之上，其中生产指数为53.8%，新订单
指数为51.9%， 表明在内外多种因素影
响下，我省制造业生产经营能力和信心
得到有效提振。 此外，12月份长株潭地
区PMI为53.5%，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表
明长株潭地区的制造业经济在我省具
有先导性、引领性作用。

1月18日， 在国家统计局
湖南调查总队 （简称国调总
队）2012年主要统计调查数据
新闻发布会上，国调总队总队
长程子林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本届省政府任期即将
结束，请问国调总队调查的主
要统计数据在过去5年中有哪
些可喜变化？

答 ：2008年至 2012年 ，从
国调总队调查的主要统计数
据来看， 主要有3个方面的可
喜变化 ：一是居民收入 、消费
大幅增长 。二是粮食 、生猪产
量稳步增长。三是市场价格总
体稳定。

问：2012年湖南城镇居民
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答：一是工资性收入增长
是主要动力。随着经济社会结
构转型， 劳动力成本上升，工
资标准逐年提升。 与此同时，
全国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却在
提高。二是转移性收入增长助
推可支配收入增加。转移性收
入增长较快的原因主要是政
策性提高养老金与离退休金
标准。三是经营性收入和财产
性收入持续增加。经营性收入
增长主要得益于国家实施结
构性减税政策，财产性收入增
长主要得益于房屋租赁市场
的升温。

问：2012年湖南城镇居民
和农民的生活消费，有哪些亮
点？

答： 城镇居民消费有4个
亮点：一是文化娱乐服务受到
热捧 。 二是网络购物热情高
涨 。三是课外培训 、成人教育
拉动教育消费增长。四是医疗
保健消费增长明显。

农村居民消费有 3大亮
点 ：一是健康观念提升 ，医疗
保健消费快速增长。二是消费
观念和消费方式日益趋向城
镇化，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快
速增长。三是耐用消费品日益
普及化。

问：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2012年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为
何湖南农民工务工人数和务工
工资还会呈现双双增长？

答：一是各省纷纷按照国
务院要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二是部分湖南外出农民工返

乡 ，但未形成返乡潮 。随着经
济景气回升，绝大部分返乡农
民工实现了再就业。三是各级
政府为农民工转移就业所提
供的服务平台逐渐完善，服务
功能逐渐强化。四是企业对劳
动力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凸现，
不少地方出现“招工难”，特别
是一线技术工人缺口明显，因
此推动农民工工资水平较快
提升。

问：2013年居民消费价格
将呈现何种趋势？

答： 考虑4个方面因素的
影响，预计2013年全省居民消
费价格上涨3%左右。

一是货币环境较宽松。国
内，央行在2013年将继续保持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
币政策。

二是食品供求总体处于
紧平衡格局。2012年美国和欧
洲的干旱影响大豆和玉米等
农产品产量 ，国际 、国内对农
产品价格上涨预期较高。国内
猪肉价格可能进入新一轮上
涨周期，新一轮食品价格上涨
周期可能启动。

三是资源价格改革稳步
推进。2013年， 国家将全面推
行居民阶梯电价、水价和天然
气阶梯价格改革。

四是本轮物价涨幅回落
的 趋 势 基 本结 束 。2000年 以
来， 我国经历了4轮周期性的
物价波动。每轮上升阶段持续
15至28个月不等，回落阶段持
续11至20个月不等。第四轮从
2009年8月至今， 上升阶段持
续24个月，回落阶段已持续15
个月 。根据规律 ，初步判断本
轮物价回落的趋势基本结束，
将进入新一轮上升阶段。

问：2012年湖南房地产价
格走势如何，2013年将呈现何
种趋势？

答：2012年 ， 全省新建商
品住宅价格上涨0.2%， 其中，
90平方米以下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下降2%，90至144平
方米的上涨3%，144平方米以
上的下降4.1%。

从目前的政策和房价走势
来看， 预计2013年全省房价将
比较平稳，不会出现大的波动。

（本报记者 曹娴 整理）

本报 1月 18日讯 （记者
肖建生 曹娴） 据国家统计局
湖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过去
一年，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
势 ，省委 、省政府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部
署， 奋力推进 “四化两型”和
“四个湖南”建设，全省经济社
会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继
续提高。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
队总队长程子林发布，去年我
省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涨幅
较上年低3.5个百分点。其中城
市上涨2.2%， 农村上涨1.6%。
分类别看 ，食品类 、医疗保健
和个人用品类上涨最多。

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全省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1319元 ， 比上年增长13.1%，
扣 除 价 格 因 素 ， 实 际 增 长
10.7%。全省城镇最低收入户，
人均可支配收入8310元，比上
年增长两成，增速远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7440元，比上年增长13.3%，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5%。
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是农民
收入增长的最大亮点，工资性
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首次超
过五成。 农民得到的救济金、
养老保险金、各种政策补贴等
政策性转移收入人均330元 ，
农村居民收入增幅较城镇居
民高0.2个百分点。

据发布，去年全省城镇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14609元 ，
增长9%，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
增长6.7%。全省农村居民人均
生活消费支出为5870元，增长
13.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11.5%。 湖南城乡居民人均
居住住房建筑面积均比上年
增加。

农业生产平稳向好。全省
粮食总产量达到601.3亿斤，比
上年增加13.4亿斤，增长2.3%。
生猪出栏5878.8万头， 比上年
增 长 5.4% 。 生 猪 年 末 存 栏
4245.5万头，比上年增长2.1%。

此外，去年全省规模以下
工业平稳运行，部分服务业较
快发展。

1月18日，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发布2012年我省主要统计调查数据，从
居民收入消费、市场价格、农业生产、部分工业和服务业等数据来看，过去一年，
湖南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

统计数据见证湖南发展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

湖南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本报1月18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刘路文）近日，由携程集团在上
海举行的2012携程年度最佳旅游目的
地网络评选暨颁奖盛典和 “文化古镇·
智慧发展”高峰论坛上，洪江古商城景
区与西江古镇、绍兴古镇等一起，
获得最具潜力古镇奖。

据统计，全国现有古城古镇古
村5000多个，正在进行保护开发的
有300多个。享有“中国第一古商城”

美誉的洪江古商城， 以其保存完好的近
30万平方米明清古建筑群落， 流淌千年
的水上“丝绸之路”商道文化，国内先进
的保护开发、运营理念与一流设计规划，
在众多古城古镇古村中脱颖而出。

本报1月18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彭新平 石建华）今天上午11
时18分，衡茶吉铁路铺架工地 ，中铁
五局员工操作重型铺轨机 ， 将轨节
稳稳放在衡茶吉铁路DK49+326处 。
这标志着衡茶吉铁路完成了炎陵县
境内铺轨 ， 铺轨作业自此进入江西
井冈山市境内。

据了解，衡茶吉铁路西起京广铁
路衡阳站， 途经我省衡南、 安仁、攸
县、茶陵、炎陵，穿越罗霄山脉 ，进入
江西井冈山， 接吉井线井冈山站，全
线长211.5公里， 其中我省境内162.2
公里。铺轨进入井冈山后 ，将完成铺
轨49.3公里、架桥21座256孔 ，预计今
年5月可完成全部铺架任务。

本报1月18日讯 （记者 朱章安）
1月18日， 衡东县联合调查组公布了
该县福利院收养的两名弃残儿童死
亡事件调查结果。经衡东县医学会组
成的医学专家组进行医学分析认定，
并经联合调查组调查核实，两名儿童
死亡原因为抢救无效正常死亡。

同时，根据联合调查组的意见和
建议，衡东县纪委、县监察局决定，对
在两名儿童死亡事件中处置不力、负
有重要领导责任的县福利院院长向
振新等人， 分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
行政记过处分。

据调查，这次死亡的男童叫福力
常 ，2007年8月31日送衡东县福利院
收养时，经医院检查诊断为先天性脑
瘫，四肢不能正常活动 ，肾脏功能不
全。此后，多次因病送县人民医院救
治。去年12月31日晚6时45分，保育员
发现福力常脸色苍白、 全身抽搐，经

院医务室医生急救无效， 于晚上7时
死亡。另一死亡儿童为女童 ，叫福丽
水，3岁，2010年1月13日收养入院时，
经医院检查诊断患有无肛门、先天性
脐茸、心脏病、脑瘫等疾病。多次送省
儿童医院进行手术治疗。今年1月1日
10时45分 ， 福丽水突然出现器官衰
竭、休克现象 ，经福利院医生紧急抢
救无效，于11时死亡。

1月16日， 媒体对两名弃残儿童
相继死亡一事作了报道。17日， 衡东
县委、县政府召开紧急会议 ，成立由
县纪委、县监察局、县检察院、县卫生
局、 县民政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

事件进行调查 。结论为 ：两患儿基础
性疾病非常严重，死亡原因为抢救无
效正常死亡。

衡东县民政局负责人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两名弃残儿童虽然是因患
严重疾病抢救无效死亡，但这次事件
暴露出福利院面对突发性事件时处
理能力不强、应对措施缺乏和管理不
够规范等问题。尤其是在抢救两名儿
童时，没有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
没有将患儿送到附近的县人民医院
抢救。 县福利院要认真吸取教训，切
实加强管理 ， 提高处置突发事件能
力。

从数据变化看发展趋势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负责人答记者问

衡东公布福利院两名儿童死亡调查结果

抢救无效正常死亡

衡茶吉铁路
完成炎陵境内铺轨

洪江古商城获得最具潜力古镇奖

1月16日，张家界市永定区合作桥乡岩口村，福农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在采摘蔬菜。近年来，张家界农村信用社推出
适合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联保贷款、创业贷款等品种，支持专业合作社发展。到去年，已累计为全市61个专业合作社发放信
贷资金2亿余元，惠及6万余农户。 邵颖 钟慧梅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