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运动员向艳梅在第十二
届全运会预选赛女子举重69公斤
级比赛中，以总成绩265公斤夺冠。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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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半年经济数据， 政府和经济专
家们固然有自己的认识和解读， 但普通百
姓有什么感受？ 宏观经济又是如何影响着
每个普通人的生活？

经济形势好不好， 最直观就体现在老百
姓尤其是企业职工的收入上。 河北保定冰山
雪貂公司的销售人员廖术告诉记者，“我们还
是很关注经济形势变化的， 只有国家的经济
增长，我们小企业才会增长；如果国家经济不
好，我们小企业的效益就会受影响。”

湖北省宜城市农民王庆禄跟老伴一起

经营家庭农场，今年总共种了73亩地，其中
25亩种上了小麦，收成达到3万多斤。上个
月， 他的3万多斤小麦以1.08元的价格卖给
了农村经纪人。 王庆禄说：“今年收成比去
年好，价格也很好。国家把价格托住了，我
卖的价格比去年高了1毛多，毛收入增加了
3000多元呢！”

相比GDP，反映物价水平的CPI即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 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更
为密切。据统计，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同比上涨2.4%， 物价从数据上看总

体“温和增长”。
广西南宁一家国企的职员高瑞敏用

“物价越来越高，生活压力增大”来形容自
己对当前经济的感受。“每次去菜市场买
菜，没个几十元钱根本出不来，一斤花生油
都奔着15元去了。给家里老人看病，才去上
两三趟医院，就花了几千元钱。”

这个月初， 刚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
研究生许蒙去了北京一家咨询公司工作。
实际上， 正是他并不十分关心的宏观经济
在切实地影响着他和朋友们， 最为明显的

影响就是他们的就业状况。
15日上午，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

来运介绍，当前我国就业情况基本平稳，城
镇新增就业人员700多万人，农民工外出打
工人员增加了444万人，上半年的新增就业
岗位还是在增加的。

许蒙说，到毕业离校的时候，他感觉身
边同学签约的人数已经超过了60%，大家还
算找到了比较满意的工作。 尽管一半多的
人已经顺利就业， 但还有部分毕业生的就
业存在困难。 （据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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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 我
省参加第十二届
全运会体育代表
团成立暨誓师大
会在长沙举行 。
省体育局负责人
表示， 代表团目
标是力争再进全
国十强， 但形势
严峻。

体育湘军冲刺全运
预赛成绩
5届最佳
到目前为止， 第

十二届全运会除高尔
夫球还未完成预选赛

外， 其他项目的预选赛均已结束。
我省共有420名运动员参加了19个大
项、 170个小项的全运会预选赛， 获
得12个冠军、 8个亚军和15个第3名。
截至7月15日， 我省244人在15个大
项、 136个小项上出线， 争金夺牌的
重点项目、 重点运动员全部获得全
运会入场券， 创造了我省自1997年
八运会以来5届全运会预选赛的最好
成绩。

省体育局局长李舜表示，“这些
成绩是在全运会决赛阶段压缩了
1550名运动员的前提下取得的，我省
出线运动员数量不减反增，更显得难
能可贵， 直接印证了我省竞技体育4
年来取得的进步。”

据省体育局副局长熊倪介
绍， 本次征战第十二届全运会，
我省代表团参赛人数之所以创
近5届之最， 在于我省坚持“以
金牌带动， 促项目发展” 的竞
技体育发展战略， 大力推行
“强基拓优” 工程， 进行科学部
署， 新增了女子水球、 拳击、
高尔夫球、 篮球等大项， 在田
径、 水上、 举重等项目上拓展
了30多个小项。

去年冬训以来， 我省
田径、水球、摔跤、蹦床、射
击、羽毛球、举重、网球等
项目的重点队组先后开赴
广州、昆明、贵阳、海南五

指山等地进行封闭式训练， 运动员的
状态和竞技实力提升到最好水平，为
参加全运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众强环伺 形势严峻
上届全运会，我省代表团共收获18

枚金牌、10.5枚银牌和6枚铜牌，位列综
合金牌榜第10位，这也是我省代表团继
第七届、八届、九届全运会后再次跻身
全国十强。李舜表示，本届全运会，我省
的目标是力争再进全国十强，但形势异
常严峻，难度不小。

据介绍，辽宁、山东、广东、江苏、
上海、北京是传统体育强省市，继续
保持优势； 浙江凭借雄厚的经济实
力，大力发展游泳、田径等基础大项，
成效显著；黑龙江和天津则分别依靠
冬季和大球类项目，在全国十强中牢
牢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省和四
川、吉林、福建等几个第二集团的省
份都瞄准了十强中的最后一个席位。
目前，吉林的冬季项目已有12枚金牌
带入全运会，四川在伦敦奥运会和冬
季项目上已有7枚金牌带入全运会，
福建也从伦敦奥运会上带入4枚金
牌， 而我省仅从伦敦奥运会带入2枚
金牌。

“我们在起跑线上就已落后于
竞争对手， 这就需要在全运会决赛
阶段中弥补。” 李舜表示， 要实现

“力争再进十强” 的总体目标任务，
我省必须在全运会上拿到16至18枚
赛会金牌， 这将是一个超越历史纪
录的数字。

坚定信心 轻装上阵
李舜表示，“虽然形势异常严峻，

但我们决不能妄自菲薄，更不可丧失
信心，要看到自己的优势。”目前距离
十二运开幕还有40多天，我省代表团
将以调整运动员心态、完善参赛预案
为主，提高训练的针对性、实战性，避
免非战斗性减员。

近些年来，我省通过“强基拓优”
工程，引进高水平教练员和运动员，提
高科学训练水平， 整体竞技实力明显
增强。 熊倪告诉记者，“我省体操项目
在上届全运会没有获得1枚金牌，经过
4年的卧薪尝胆， 已逐步走出低谷，目
前女子团体体操以及平衡木、 自由操
等单项，具备夺金实力。举重、游泳、羽
毛球、皮划艇、赛艇、射击、田径等项目
均是我省的重点夺金项目。”

据了解，我省常年比赛的冠军和
前三名的数量比上个周期（两届全运
会相隔的4年为一周期）分别有15%和
30%的增长。目前，省体育局根据项目
实力，设置了A类重点项目7个、B类重
点项目19个、C类重点项目24个，将在
总共50个重点项目上冲击18枚赛会
金牌。

将是最后一次参加全运会的鲍
春来在15日的誓师大会上告诉记者，

“我个人的目标就是享受比赛， 我也
希望大家能够轻装上阵， 发挥水平，
展现体育湘军的战斗力和永不言败
的精气神。”

本届全运会，我省还开始在深受
群众喜爱的三大球项目上布局。本次
共派出女篮成年队、女篮青年队以及
男篮青年队出征全运预选赛， 虽然3
支队伍均没有出线，但也为我省三大
球项目开了一个好头，“以后会逐步
推进三大球项目的发展，争取早日获
得全运会入场券。”熊倪说。

本报记者 王亮 苏原平

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经济同比增长7.6%。平稳运行的态势，直接回应了之前流行的各
种“看空论”、“熊市论”。下半年随着一些重点项目的展开和改革红利的释放，我国经济有能力完成年度预期增长目
标，中国经济回击“看空论” ———

主动调控，以短痛换长益
一季度7.7%，二季度7.5%。今年上半年，

我国经济延续了自2011年来的放缓态势。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指出，

经济增速适度回落， 是我国潜在生产率下
降的客观反映， 也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有
关。同时，是中央主动调控的结果。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 上半年的“调结
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挤水分。今年一季度，外贸的高速增长
引发各方关注。通过打击套利贸易等行为，
虚高的外贸数据显现“原形”，6月份我国进
出口总值下降2%。 遭遇挤水分的不仅有出
口， 还有消费。 特别是中央八项规定出台
后，一些地方的高档餐饮消费下降了70%。

去杠杆。今年年中爆发的“钱荒”是一
个警示， 大量的信贷资源流向地方融资平
台和房地产等行业， 积累了不小的金融风
险。“去杠杆”成为未来的一个趋势，这会对

实体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
去产能。近年来，我国钢铁、水泥等传

统产业以及风电设备、 光伏等新兴产业的
产能过剩日益严重。为了化解这种现象，今
年中央坚持不用刺激政策， 并强化环保指
标，将一部分落后产能逐渐淘汰出局。

主动调控造成的经济增速下滑， 虽然
会带来短期阵痛，但长期看却是有益的。目
前， 不但政府对于经济增长放缓的容忍度
提高，市场各方也在适应这一过程。

就业和收入成居民关注点
经济增速下滑，对于政府来说，感受最

明显的是财政。对于居民来说，感受最明显
的无疑是就业和收入。

统计显示， 今年上半年我国城镇新增
就业732万人， 相比去年同期的694万人继
续增加。 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
的数据显示，二季度全国100多个城市的岗
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1.07，处于总
体平衡的状态。

虽然从总量来看， 我国的就业没有出现

大问题，但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开始显现，最为
典型的是大学生就业。 上海统计局的一份调
查显示，截至5月中旬，有38.9%的受访高校应
届毕业生尚未找到工作，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
加了16.7个百分点，为近三年最高。

与就业挂钩的还有居民收入。 统计显
示， 今年上半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
长6.5%，比去年同期回落3.2个百分点。

面对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下滑的现象，
一位地方发改委人士告诉记者， 主要是由
于经济下行，企业效益不好，居民的工资性
收入增速出现回落。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表
示：“就业指标往往具有滞后性和隐蔽性。一些
企业效益下滑，但并没有裁员，但员工的收入
大大减少了。 这种以就业质量恶化替代就业
数量减少的现象，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全年“硬着陆”风险不大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是转型升级。经济增速过高，转型没动力。经
济增速太低，转型无空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近日在广西主持召开部分省区经济形势座
谈会上表示， 宏观调控要使经济运行处于合
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
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

我国经济增长的“下限”在哪里？不同
的人有不同的判断。 如果从年度预期目标
看，这个数字是7.5%左右。如果从“十二五”
规划来看，这个数字是7%。如果按“2020年
GDP比2010年翻番”的要求，考虑到2011年
和2012年经济分别增长9.3%和7.8%， 后八
年只要平均增长接近7%即可。

无论是上述哪一数字，相比以往的“保
八”， 中国经济的腾挪空间都明显加大了。
各类市场机构虽然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速的
预期，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今年中国经济
仍将增长7.5%左右，“硬着陆”风险不大。

长久而言， 我国经济需要改革红利的
释放。这包括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振
居民消费能力；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激发
企业投资活力，等等。这些改革措施，将确
保中国经济运行在平稳健康的轨道上。

（据新华社上海7月15日电）

新华社记者 何欣荣 王淑娟

平稳增长为转型留空间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 上半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5%，
比一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
入实际增长9.2%，比一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

其中，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比
去年下降了3.1个百分点，在我国经济增速从过去
10%左右回落至7%至8%区间的同时，居民收入的
回落，亟须引起高度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居民收入增速回落的同时，支出
并未减少，在一些领域还在不断增加，收入与支出的
一减一增之间，凸显居民收入回落的严峻现实。

民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提
高居民收入是保障民生的重要内容。 维持一定的收
入增速，不但可以为扩大消费提供足够支持，增强经
济的内生动力，可以缓解社会矛盾，为社会和谐营造
有利的环境，同时，也有利于改善居民生活水平，提
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人们更好地过上幸福生活。

如今，在经济增速出现换挡和回落的背景下，
必须要确保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保证收入增长
的不换挡不掉速。

确保居民收入增长的不换挡不掉速， 就是要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调
整， 把经济增长同扩大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结合
起来，努力把蛋糕做得更大、更好。

确保居民收入增长的不换挡不掉速， 就是要
进一步加大国家对民生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
大财政对教育、医疗、保障房等涉及百姓切身利益
的支出，合理控制物价涨幅，千方百计扩大就业，
加大对困难群体的帮扶。

确保居民收入增长的不换挡不掉速， 就是要
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平衡国民收入在居民、企
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提高劳动报酬收入，缩
小收入差距， 让每个劳动者公平分享国家改革发
展的成果，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居民收入增速回落
应高度关注
新华社记者 王宇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 易禹琳 龙文泱）今天下
午，在高亢激昂的辰河高腔，响声震天的酉水号子
声中，沅陵县政府宣布，中国·湖南（沅陵）首届山水
运动节将于本月26日至28日在沅陵县举行，邀请你
在沈从文赞过“美得让人心痛”的山水中清凉度夏。

本届山水运动节以“笑傲黑木崖，竞渡酉水河”
为主题，由省旅游局、省体育局和湖南日报报业集
团作指导，沅陵县人民政府、华声在线、三湘都市报
主办，沅陵文化旅游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和华声户外
联盟承办。6大赛事都集中在以凤滩水电站为中心
的酉水-明溪-借母溪的美丽山水间。比赛人数设定
为1000人，7月22日前登录活动网站就可报名。

30公里赛程的酉水皮划艇赛将以酉水河为起
点， 以二酉山为终点。 酉水俱乐部龙舟挑战赛也在
此开赛。 被誉为中华文化圣山的二酉山因酉水和酉
溪汇合而得名， 999级台阶的登山比赛将让你切身
体会“书山有路勤为径”。 有着“借母” 传说的借
母溪是国家自然保护区， 也是集徒步、 溯溪、 探
洞、 攀岩、 速降、 漂流等户外活动为一体的天然运
动场， 溯溪赛就设在这里。 而山地自行车赛的路程
是从陈家溪沿酉水河到达世界上最大的重力空腹
拱坝凤滩水电站。

湖南首届山水运动节
月底在沅陵举行

据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回溯历史，1998
年以来的15年里， 中国经济增速有3次回落至7%
平台， 其中1999年上半年的增速同样为7.6%（按
当时发布的数据，下同）。

第一次增速回落至7%平台是受亚洲金融危
机的冲击，经济增速从1997年的8.8%，落至1998
年的7.8%，进一步回落至1999年的7.1%。经过宏
观调控的努力，经济增速2000年回到8.0%，此后
虽略有反复，但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化市场经
济改革带动下，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期，持续多年
两位数增速运行。

第二次增速回落至7%平台是受到国际金融
危机刚刚爆发时的猛烈冲击，措手不及的中国经
济增速从2008年三季度的9.0%猛落到四季度的
6.8%、2009年一季度的6.2%、二季度的7.9%。随后
在大力度的政策刺激下， 经济持续拉升，2009年
三季度增速就回升至9.1%，四季度回升至10.7%。

第三次增速回落至7%平台是在国际金融危
机仍在持续、外需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原
先的刺激政策逐步退出，经济增速从2010年一季
度11.9%的阶段性峰值开始回调， 到2012年二季
度增速再度回落到7%平台，为7.6%，此后至今连
续5个季度运行在7.4%至7.9%之间。

点滴冷暖在心头 ———百姓感受当前经济形势

7月12日，丁卓在仰泳比赛中。当天，2013年湖南
省大中学生游泳比赛在长沙理工大学结束。126名男
女运动员参加了10个组别19个项目的角逐。 湖南省
地质中学高二学生丁卓获得高中组男子200米仰泳
与200米自由泳两枚金牌。 本报记者 罗新国 摄

■新闻背景

15年来中国经济增速
3次回落至7%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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