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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徐林 周凌）省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前11个月
经济发展数据。前11个月，我省经济运行总体
呈现稳中有进、稳中有升态势，大部分主要经
济指标持续回升，积极因素不断积累。

工业生产继续向好。1至11月增长
11.6%。规模工业39个大类行业中，38个实
现增长。其中增长较快的有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汽车制造、仪器仪表
制造、医药制造4个新兴行业，增加值分别
增长35.7%、29%、18.1%和17.2%； 回升较
快的有食品制造、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4个行业，增
速分别比上半年提高4.5个、4.5个、5.2个和
6.2个百分点；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速年内首
次由负转正，增长0.1%；增产较多的有家
具、液晶显示屏、电子元件、塑料制品、汽
车等产品，分别增长18.9%、20.4%、22.7%、
24.1%和89.5%； 混凝土机械产量由6月份
下降27%转为11月份增长21.5%，钢材产量
增速也从7.7%升至31.3%。

投资增长平稳较快 。1至11月全省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6435.03亿元， 增长
25.9%，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21.3%，
同比加快6.5个百分点； 生态和民生投资

增长较快， 增速分别达到50.7%和1.1倍；
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大， 增长25.7%，同
比加快9.4个百分点； 工业投资恢复强劲
势头，增长28.3%；民间投资活跃，增长
29.4%，比全省投资快3.5个百分点。

消费需求稳中趋强。1至11月增长
13.6%，呈稳定回升势头。汽车持续热销，
限额以上零售额增长21.3%； 金银珠宝、
家具、家电等耐用品需求旺盛，限额以上
零售额分别增长41%、35.2%和24.3%，同
比加快17.9个、6个和12.6个百分点。

财政金融运行稳定。财政收入平稳增
长。1至11月， 全省财政总收入2935.06亿

元，增长12%；其中地方财政收入1767.86
亿元，增长13.4%。全省财政支出3774.72
亿元，增长18.9%；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
出增长23.4%，节能环保支出增长30.5%，
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增长31.1%。新增贷款
增加较多。11月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
贷款余额18074.12亿元， 比年初新增
2381.69亿元，同比多增299.34亿元。

对外贸易形势趋好。1至11月，全省完成
进出口总额221.42亿美元，增长19.9%，同比
加快11.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31.1亿美元，增
长26.3%，同比加快9个百分点；进口90.32亿
美元，增长11.7%，同比加快13.7个百分点。

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
讯员 田原） 据省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
据， 1至11月， 我省商品房屋销售平稳较
快增长， 累计销售商品房屋4892.54万平
方米， 同比增长20.9%， 比全国平均增
速高 0.1个百分点； 商品房屋销售额
2115.54亿元， 增长26.3%。

中小房型住宅销售增速快。 1至11
月， 全省住宅销售面积4463.59万平方
米， 占商品房屋销售面积的91.2%， 同
比增长21.2%。 其中144平方米以下的
中小户型住宅销售面积3648.56万平方
米， 增长29.3%； 144平方米以上住宅

销售面积815.03万平方米， 下降5.5%；
别墅、 高档公寓销售面积80.27万平方
米， 下降36.5%。 办公楼销售面积66.3
万平方米， 增长71.3%。 商业营业用房
销售面积278.41万平方米， 增长6.7%。

期房占房地产市场主体。 1至11月，
全省现房销售面积1301.53万平方米， 占
商品房屋销售面积的比重为26.6%， 同

比增长8.2%； 其中住宅现房销售面积
1146.74万平方米， 增长9.6%。 期房销售
面积3591.01万平方米， 占商品房屋销售
面积的比重为73.4%， 增长26.3%， 增速
比商品房屋销售面积增速高5.4个百分
点； 其中住宅期房销售面积1781.42万平
方米， 增长28.5%。

房地产市场出现分化。 1至11月， 省

会长沙市商品房屋销售面积1609.83万平
方米， 占全省的比重为32.9%， 同比增
长21.5%， 比全省平均增速高0.6个百分
点。 增速最高的邵阳市商品房屋销售面
积162.23万平方米， 增长63.2%； 增速最
低的株洲市商品房屋销售面积478.02万
平方米， 增长1.7%。

前11个月经济运行稳健
全省大部分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回升

前11个月商品房销售平稳
累计销售商品房4892.54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20.9%

本报12月19日讯（记者 周月桂）面对汹涌澎湃的电
商大潮，传统百货零售业开始依托互联网布局“O2O”（即
Online� To� Offline， 即将线下商务的机会与互联网结合
在一起），让互联网成为线下交易的前台。

友谊阿波罗“微购友阿” 微信公众号、“玩购友阿”
APP平台今天正式上线， 友阿股份成为省内首个试水
“O2O”项目的商业企业，抢占本土移动支付先机，实现线
上线下融合。

今年8月，微信5.0版首次推出线上支付功能，微信商
业化的推进，给传统实体零售企业向“O2O”模式转型创
造了广阔的空间。 友阿股份依托腾讯微信平台和会员入
口，建设了“微购友阿”微信公众平台，这是国内首个线下
零售商具有线上支付功能的微信公众平台， 其内容包括
微信网上支付、地面场景支付、网上商品购买、会员品牌
服务推荐等。 通过这个平台， 会员可以实现移动在线支
付，并实现商场品牌服务和服务信息线上线下共享等。

与“微购友阿”同步推出的“玩购友阿”APP以“手游”
为主要核心功能，这也是国内零售业首家主打“玩”概念
的APP， 相对于同类的网络呈现式的其它APP，“玩购友
阿”无疑与顾客有更多互动，也更具有粘性。友阿股份董
事长胡子敬表示，“玩购友阿”不仅仅只是一个游戏APP，
未来将发展成为一个让银行、 通信等相关服务行业都参
与进来的公共服务平台。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除了“微购友阿”和“玩购友
阿”正式上线，友谊阿波罗还与各大银行、中国移动等行
业巨头共同签订了积分联盟合作协议。友谊阿波罗“积分
联盟”各方将充分利用共同的客户资源，打通积分互换，
向目标客户提供个性化的信息促销和服务功能性平台。

传统百货业搭乘微信试水“O2O”

“微购友阿”
微信平台上线

抢占本土移动支付先机，实现线上线下融合

专家研讨
社会心理护理

本报12月19日讯（通讯员 湘山）12月7日至10日，全
国社会心理护理学研讨班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举行。
来自海南、河南、广西、福建、山东、贵州、湖南等7省的
100多名学员与专家齐聚一堂，研讨社会心理护理模式。

社会心理护理是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在护理
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临床护理的发展方向，也是护理科研
的重要领域。本次研讨班是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也是湘
雅三医院24周年院庆系列活动之一，旨在研讨全新的社
会心理护理模式， 提高临床护士社会心理护理的知识与
技能。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肖水源教授等10余名
社会医学、护理学的知名学者作了主题报告，展示了最新
研究成果。

“技能大师三湘行”启动
本报12月19日讯（记者 于振宇 徐亚平 通讯员 吴

细细）“不久前，‘嘉克杯’ 国际焊接比赛在德国吕内堡举
行，我全力以赴迎战世界制造强国德国选手，获唯一特别
奖，被德国媒体誉称‘中国电焊花木兰’，我想这也是对铁
路湘军的认可。”昨日，在岳阳举行的湖南省技能大师三
湘行系列活动首发仪式上，2013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我省最年轻的高级技师易冉，谈起自己的成长经历
颇有感触。

此次活动由省人社厅、 省经信委、 省总工会和省工
商联联合举办， 目的在于帮助各企业、 技工院校解决生
产、 教学中的实际问题， 加强我省高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 为我省经济发展提供技能人才支撑。 活动内容包
括， 技能大师与技工院校、 企业代表座谈会， 技能大师
报告会， 技能大师专业建设现场指导和技能传授等活
动。 岳阳是活动的第一站， 为期两天； 下一站是衡阳，
时间是12月23日至26日。

12月 19日 ，
慈 利 县 朝 阳 乡
锣 鼓 村 村 民 在
采摘红菜薹 。该
县通过 “公司+
院校+市场+基
地+农户 ” 的经
营模式 ，大力发
展 蔬 菜 种 植 产
业。今年，该县朝
阳 乡 恒 鑫 蔬 菜
种 植 基 地 已 经
销售蔬菜2000多
吨 ， 实 现 产 值
1000多万元。

本报记者
李特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