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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爱平 肖建生
通讯员 邓海龙

10月23日，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
布会，省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高勇发
布了今年前3季度全省经济运行情况。

今年来，全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
改革，经济运行呈现企稳回升、稳中向好态
势。 前3季度， 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6913.6亿元，同比增长10.2%，比全国平均
水平高2.5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稳步回升，
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11.4%
前3季度， 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

11.4% ， 其中，7至 9月各月增速分别为
12.1%、12.9%和14.2%。

新兴行业来势较好。 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仪器仪表
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生产增速均超过20%，
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统计产品中， 产量
同比增长的有286种， 占统计品种数的
69.6%。

工业结构不断升级。 前3季度，全省高
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30.3%；六大高耗能行
业增加值占规模工业的比重为31.4%；新产
品产值增长15.8%， 占总产值的比重为
12.7%，同比提高0.1个百分点。

消费性工业稳步增长。 前3季度，全省

规模工业消费性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6%，增幅比全省规模工业平均水平快2.2
个百分点。

企业效益有所回升。进入第三季度，随着
生产逐步回暖，工业企业经营效益同步好转。
1至8月，全省规模工业利润增长10.6%。

投资保持较快增长，
投资结构继续优化

前3季度，我省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
了较快的增长速度， 全省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12459.7亿元，增长26.3%。

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工业、 房地产
业、交通运输业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投资是拉动湖南投资增长的主动力。
前3季度，全省工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
和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占全
部投资的比重达79.6%，对全省投资增长的
贡献率为76.6%，拉动全省投资增长20.1个
百分点。 全省生态环境投资增长53.8%，占
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同比提高0.6个百分
点。 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增长35.1%。

高耗能行业投资得到有效控制。 前3季
度，全省六大高耗能行业完成投资1366.64
亿元，增长11.3%，增速低于全省工业投资
增速15.9个百分点。

重点项目投资进展顺利。 前3季度，全
省176个在建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263.7亿
元，为年计划的74.3%。 其中，53个投产项目
完成投资369.9亿元， 为年计划的70.2%；

113个续建项目完成投资879.5亿元，为年计
划的74.9%。

民间投资力度大。 前3季度，全省完成
民间投资7894.43亿元，同比增长30.2%，增
速高于全省投资增速3.9个百分点； 占全省
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3.4%，对投资增长
的贡献率为70.5%，拉动全省投资增长18.5
个百分点。

民生工程投资增长112.7%，
民生状况继续改善

居民收入保持增长。 国家统计局湖南
调查总队抽样调查显示，前3季度，全省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404元， 增长
9.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1%；农村居
民人均现金收入6983元，增长12.9%，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5%。社会保障水平持
续提高。

前3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69.1万人，
同比增加6.5万人； 全省城市低保月人均救
助水平达269.8元， 农村低保月人均救助水
平达119元， 分别超过目标任务4.8元和4
元；帮助扶贫对象发展生产78.2万人，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的97.8%。

民生和社会事业等领域投资得到加强。
前3季度， 全省民生工程投资751.97亿元，增
长112.7%，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85.5个百分
点。 其中，用于教育事业的投资208.88亿元，
增长34.6%；用于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业的投资116.85亿元，增长44.1%。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较快。 全省建设农
村公路5967公里， 新增通宽带行政村1352
个，改造行政村配电网1767个，分别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的79.6%、135.2%和88.4%；病险
水库除险加固主体工程完成1190座， 已完
成投资27.7亿元。

消费市场平稳增长
前3季度，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6319.82亿元， 同比增长13.4%。 总体来
看，前3季度，我省消费品市场保持平稳增
长的态势。

基本生活品类保持平稳增长。 前3季
度，我省吃、穿、用类零售额均保持平稳增
长，其中，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服装鞋帽
针纺织品类、 日用品类分别实现零售额
268.93亿元、177.82亿元和67.80亿元，分别
增长18.5%、11.5%和18.3%。

汽车类、家电类消费较快增长。 前3季
度， 全省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
中， 汽车类实现零售额649.31亿元， 增长
21.5%； 家电类实现零售额161.44亿元，增
长21.9%。

石油及制品类销售增幅有所回升。前3季
度，全省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中，
石油及制品类实现零售额558.97亿元， 同比
增长8.9%，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

金银珠宝消费增长较快。 前3季度，全
省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中，金
银珠宝类实现商品零售额46.04亿元，增长
45.6%，比上年同期高22.8个百分点。

本报10月23日讯 （记者 唐爱平 肖建生）
在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省
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高勇指出，尽管前3
季度我省经济保持了企稳回升态势，但要确保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四季度还需多方着力。

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支持新兴产业
做大做强，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形成新的经济
增长点。 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 不断完善消
费设施，优化消费环境，培育汽车、医疗、养老、
文化等新的消费热点；认真落实国家促进信息
消费的有关政策， 有效扩大信息消费规模，增
强消费的拉动作用。 落实国家关于扶持中小企
业发展的政策，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培育一
批“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形成专业化配
套， 提升产业链竞争力。 力促现代服务业快速
发展。 重点支持生产性服务业， 尤其是现代金
融服务业， 不断完善我省现代金融服务体系，
着力扩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

突出抓好重大项目建设。 加快重点项目建
设进度。 加快在建重点项目的建设进度， 争取
早投产， 早发挥对经济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
大招商引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引进更多战略
投资者， 引进更多优质项目。 强化项目建设资

金保障。 后期在继续搞好向国家争取资金的同
时，重点深入开展银企合作，扩大民间投资，加
大对项目建设的资金保障力度。

切实抓好后期农业生产。 着力抓好秋冬生
产工作。 重点抓好秋冬作物生产和畜禽补栏
（笼）， 尽可能地弥补前阶段干旱和禽流感疫情
造成的损失。全力搞好水利冬修。针对今年在灾
情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调整水利建设思路，在继
续抓好防洪保安的基础上， 加快推进农村饮水
安全和“五小水利”建设，全面提高防汛抗旱能
力。

不断改善社会民生事业。 帮助解决就业问
题，全力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
确保就业稳定。 千方百计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稳
定增长。 完善社会保障， 继续加大民生投入力
度。

确保投资平稳较快增长。首先，加大产业投
资力度。 其次，加强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加快提
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水平， 不断提高城
镇化质量；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
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着力抓好既利当前、又
利长远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提高城市综
合承载能力。 第三，切实加强资金筹措力度。

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多方着力冲刺四季度

湘大与福建商会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10月23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蒋海文）
今天上午， 湘潭大学与省福建商会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在科研和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共建人才培养
机制、文化和法律建设等方面正式建立校企战略合作
关系。

根据协议， 双方将以科研、 技术研发成果转化
为重点， 在各自的优势领域开展紧密合作。 湘潭大
学每年定期、 不定期地向商会提供可推向市场、 转
化为生产技术的项目， 商会及时向会员企业提供项
目信息， 牵线搭桥， 实现校企的直接洽谈与合作。
商会及时向校方提供会员企业科技咨询、 创新技术
研发、 技术改造项目等方面的需求信息， 为会员企
业委托大学开发无偿提供中介服务。 校方为商会会
员企业总裁、 高管等人才培训开办相关专业或综合
类的MBA班以及总裁进修班等， 商会为学校学生的
就业、 实习提供平台。 双方为相关会员单位的企业
文化建设、 大型文化活动、 广告策划宣传等方面提
供有效服务， 积极开展商会文化、 企业文化建设方
面的合作。 同时， 校方发挥法律专业的人才优势，
为商会会员单位提供法律服务。 双方还开展捐资助
学的合作。 此前， 福建商会在湘大设立了“郑连发
奖学金”， 为近20名学生发放了10万元奖学金。

我省成立工程机械
应急救援队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胡信松）今天，湖南省工
程机械应急救援总队在长沙成立，今后将积极参与抢
险救灾，提供应急救援专业团队和装备。

据了解，省工程机械应急救援总队，由民政部紧
急救援促进中心湖南分中心、湖南省城乡工程机械服
务管理委员会共同组建，可承担抗震救灾、工程排险、
道路清障、水下起重、突发事件等应急救援抢险任务。
应急救援总队依托省城乡工程机械服务管理委员会
的工程机械数据库，可统一调度专业的工程机械应急
救援队伍，参与抢险救灾等任务。

橡胶制品行业
谋划升级转型

高技术功能性和绿色环保将成主流
本报10月23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曹婷

杨慧）今天，中国橡胶工业协会橡胶制品分会2013年
会在株洲召开，与会代表认为，升级转型是橡胶制品
行业的必由之路，高技术、功能性和绿色环保将成为
今后橡胶制品发展的主流趋势。

在2012年度全球非轮胎橡胶制品行业50强排行
榜中，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南车
时代新材”）位居第36位。 今年1至8月，橡胶制品行业
实现工业总产值115.68亿元，同比增长18.15%，销售
收入109亿元，同比增长13.4%，出口和企业利润均创
2009年以来新高。

与会专家和企业认为， 升级转型是橡胶制品行
业的必由之路。 企业必须根据市场变化调整产品结
构， 不断开发和生产高档次、 节能、 环保、 多功能
橡胶制品， 如新能源汽车、 航空航天、 石油钻探、
电子化工和智能化、 高性能橡胶产品， 推进产业升
级。 不断提升橡胶工业的信息化、 自动化水平， 加
强质量品牌建设， 大力培育橡胶工业领域的世界品
牌。 加强新材料技术工程化应用研究， 用杜仲橡胶、
异戊橡胶代替天然橡胶， 采用热塑性弹性体、 聚氨
酯弹性体等材料制造密封制品和减震制品， 加大绿
色环保助剂的应用。 进一步加快行业整合、 重组及
上市， 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行业整体发展水平， 推动
我国由橡胶工业大国向橡胶工业强国转变。

（紧接1版）要锁定目标、一致行动，踏
石留印、抓铁有痕，坚持一张好的蓝图
干到底， 认真抓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工
作，不断解决教育领域的矛盾、问题。

要增强宗旨意识和群众观点，认
真解决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教育
问题。要落实直接联系群众制度，深入
基层、深入学校，回应师生关心、群众
关注和社会关切， 建立健全公共教育
服务体系，着力解决好“上学难”、“上

学贵”、办学行为不规范等群众反映强
烈的突出问题， 努力为广大群众提供
更优质的教育服务。

要发扬钉钉子精神， 着力解决作
风建设特别是“四风” 方面的突出问
题。 要在搞好专项整治、 解决突出问
题上下功夫， 整改要明确责任人、 任
务书、 时间表， 不解决问题不罢手；
要在完善制度体系、 加强源头治理上
下功夫， 坚持边实践、 边总结、 边整

改， 及时建立、 完善相关制度， 不断
提高制度执行力。

要始终贯彻民主集中制， 用好批
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 不断增
强党性，加强班子团结，提高发现和解
决自身问题的能力， 努力建设坚强有
力的领导班子。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奇、 省委第
二十三督导组组长余一峰分别对会议
作了点评。

企稳回升 稳中向好 ———前3季度全省
经济运行亮点详解

10月23日， 市民在选购农副土特产品。 连日来， 2013年中国（吉首）民族商
品快乐购物节在乾州人民广场隆重进行， 300家厂商的万余种商品汇成一场民
族商品购物盛会。 姚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