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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徐林

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
形势,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努力克
服诸多困难因素的影响， 坚持稳中求
进，锐意改革创新，着力推进“三量齐
升”，全面推动“四化两型”，全省经济保
持了稳中有增有进、进中有快有优的良
好态势。 在省政府新闻办7月18日召开
的通报会上，省统计局副局长张正回答
了记者的提问，对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
情况的有关数据进行了解读。

经济运行稳中有增 ，
结构调整稳中有进

张正认为，上半年我省经济运行
的第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经济运行稳
中有增，结构调整稳中有进。上半年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
9.3%， 比全国平均增速快1.9个百分
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4.1%， 比去年同期增幅高0.7个
百分点；第二产业增长10.2%，比去年
同期增速高0.2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
增长9.2%， 虽然低于去年同期增速，
但比一季度高0.1个百分点。

从三次产业结构看, 今年上半年
全省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之比为
9.3：48.2：42.5, 与去年 同 期 的 9.3:
48.9:41.8相比较, 第三产业比重提高
了0.7个百分点，表明经济发展新阶段
产业结构出现了积极变化。

从产业内部结构看，高加工度和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2.2%和
28.1%， 比整个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
高出1.2个和17.1个百分点，同比加快
2.2个和1.3个百分点； 非公有制工业
企业增加值增长14.1%， 比规模工业
平均水平快3.1个百分点。在全省高新
技术产业中，电子信息技术、新材料
技术和高技术服务业等三大新兴领

域增加值增长32.8%。
从需求结构看，上半年全省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21.2%， 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12.9%， 出口增长24.4%。
在出口中, 附加值较高的机电产品出
口增长25.4%, 同比加快21.4个百分
点；体现湖南优势的农产品出口增长
29.2%,同比加快7.8个百分点。

从投资结构看,全省民间投资增长
23.1%, 比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水平
快1.9个百分点, 占全省投资总额的比
重达到67.1%,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

“两型建设”稳中加快，
人民生活稳中见优

张政认为，“两型建设” 稳中加
快，人民生活稳中见优，是上半年我
省经济运行的第二个重要特点。

一是生态投资增长提速。上半年
该领域投资同比增长22.5%, 比全省
投资增速快1.3个百分点。

二是环境治理成效明显。全省上
半 年 县 以 上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率 为
88.8%， 超过目标任务0.8个百分点；
解决了271.72万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
问题,完成目标任务的75.5%。

三是节能降耗稳步推进。全省今
年1-5月单位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降
低9.3%,规模工业能源回收利用(折合
标煤)增长13.4%。

特别是民生投入力度较大。上半
年 全 省 民 生 工 程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45.4%， 比全省投资平均水平快24.2
个百分点；城乡社区、医疗卫生与计
划生育、教育等重要民生领域财政支

出分别增长36%、17.9%和15.7%，分
别比全省财政支出快26.8个、8.7个和
6.5个百分点。 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45.86万人,完成年度任务的62.5%；新
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8万人，完成
年度任务的96%。 全省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同比增长10.7%。其中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8%， 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2.1%，农村居民
收入增幅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说
明城乡收入差距趋于缩小。 城市和农
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月均
360元和203元, 分别超过目标任务30
元和38元。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大病
医疗救助、残疾人救助、特困家庭救助
等社保救助体系进一步完善。

工业下行压力较大，投资
增速小幅回落

张正认为， 工业下行压力较大，
投资增速小幅回落，是上半年我省经
济运行的第三个重要特点。

上半年，全省工业经济运行总体
平稳，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11%，
比去年同期快0.7个百分点，但比一季
度回落0.8个百分点。在国内宏观经济
整体趋紧、平稳运行难度加大的环境
下，我省工业稳中向好的基础依然不
够牢固。主要表现在：一是工业品价
格持续下跌。今年以来，全省工业品
出厂价格持续低迷，上半年全省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下跌1.6%。 其中6月
份同比下跌0.9%，已是连续26个月同
比下跌，表明市场需求不旺的状态仍

未明显改观。 二是企业盈利水平下
降。1-5月，规模工业主营业务成本增
幅比主营业务收入增幅高3个百分
点，利润仅增长4%，主营业务收入利
润率为4.3%， 比一季度下降0.3个百
分点。在此影响下，企业生产及投资
的积极性受挫。 二季度专项调查显
示， 只有12.8%的企业预计下季度投
资计划增长。 三是资金面仍然偏紧。
1-5月， 全省规模工业企业应收账款
增长20.1%， 增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7.5个百分点，连续两年多在20%以上
的高位运行。据有关调查显示，上半
年有27.6%的规模工业企业流动资金
紧张，比一季度高2.2个百分点。

上半年, 我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8962.25亿元，增长21.2%，比全国平
均水平高3.9个百分点，但比一季度回
落1.2个百分点，增速高位放缓。主要
表现在： 一是农业投资发展相对较
慢。上半年，全省第一产业完成投资
267.44亿元，增长14.1%，比一季度回
落3.4个百分点，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15.8个百分点。 二是部分重点领域投
资回落明显。国内需求总体放缓的环
境下，上半年，全省工业投资和技改
投资分别增长17%和16.3%， 比一季
度回落6个和5.5个百分点。

张正认为，针对当前存在的主要
问题， 确保下阶段工业保持平稳增
长，一是要重点抓好汽车整车、汽车
板材、集成电路、节能环保、新材料以
及家用电器等工业项目尤其是重大
工业项目建设。二是深化工业结构调
整升级。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重点

打造电子信息、新材料、汽车制造、节
能环保、有色精深加工、医药制造等
新兴产业支撑点； 加大技术改造力
度，推动钢铁、有色、食品、化工、建材
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三是加快推动
工业创新发展。立足更高起点，打造
全方位的工业创新体系，全面深化各
领域和各环节创新。财税支持创新型
高技术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培
育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四是切实优化
工业发展环境。 加强银企合作与对
接， 充分运用多种融资渠道及方式，
缓解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等问题。加
快简政放权，健全工业重要资源及生
产要素价格市场形成机制，激发企业
活力。

张正说，要增强投资后劲，应放
手扩大民间投资。努力探索推广公私
合作（PPP）模式，引导鼓励民间资本
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
事业和保障性住房建设、 社会事业、
金融服务、商贸流通、战略性新兴产
业等领域。 要加大对外招商力度。充
分发挥“一带一部”区位优势，打造便
捷高效的物流和通关通道，建设示范
园区、保税区等开放平台，主动对接
和融入长江经济带， 加强长三角、珠
三角和大西南地区经贸合作，积极围
绕产业配套开展招商，有重点、有选
择地承接产业转移。

消费市场 平 稳 回 升 ，
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张正认为， 消费市场平稳回升，
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是上半年我省

经济运行的第四个重要特点。
上半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 总 额 4638.44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2.9%， 比一季度高0.3个百分点，呈
平稳回升趋势。一是汽车消费保持较
快增长。全省限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
单位中， 汽车类实现零售额531.81亿
元，增长19.8%，拉动全省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2.3个百分点。二是文化
娱乐体育健康类消费持续扩大。全省
限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中，文化
娱乐体育健康类实现零售额185.55亿
元，增长20.2%，同比加快5.4个百分
点。 三是住宿餐饮行业企稳回升。全
省限额以上住宿业法人单位营业额
增长1.2%， 比上年同期高4.7个百分
点；餐饮业营业额增长8.4%，比上年
同期高5.7个百分点。四是网上零售额
增长迅速。全省限额以上法人单位网
上零售额增长103.4%。

但上半年我省房地产市场持续
低迷，投资、销售双双下降。房地产开
发完成投资增长10.8%，同比回落8.7
个百分点。 其中， 住宅投资增长
10.2%，同比回落8.9个百分点。商品
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下降9.4%
和10.3%，同比回落33.2个和43.6个百
分点， 商品房销售已连续4个月负增
长。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
别下降9.6%和10.5%。

张正说，要巩固消费的良好发展
势头，进一步促进消费发展，当前努
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
入者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要加
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居民消费
预期，扩大即期消费。要积极开拓农
村市场，扩大农村消费需求。为促进
房地产市场合理增长、 健康发展，保
障合理购房需求， 应把握供地节奏，
降低土地成本， 要突出保障重点，加
快保障房建设， 要切实落实信贷政
策，保障合理住房需求。

稳中有增有进 进中有快有优
———省统计局副局长张正解读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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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8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讯
员 陈苹）人员密集、占道经营严重、疏散
通道狭窄、 可燃物荷载高……大型市场
的火灾隐患整改迫在眉睫。目前，我省各
类大小批发市场多不胜数， 而全省首批
曝光的69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中， 市场
就占据了大约四分之一， 株洲芦淞市场
群、 衡阳八大市场等大型市场更是名列
其中。火灾隐患突出的市场，成为消防安
全的头号“老大难”问题。

针对这一现象，7月16日， 记者随郴州
市安监、公安、商务、消防联合检查组，来到
郴州北湖市场、宏达市场进行了一番探访。

联合检查发现火患触目惊心
当天下午， 检查组来到郴州市规模

最大的商贸市场———北湖市场， 该市场
位于郴州市北湖区，共6层，总建筑面积3
万平方米，一期工程有1700多个门面，二
期现有700多个门面，700多个仓库，其

中1-3层为商业门面， 主要经营服装和日用
品，4-5层为办公仓库，6层为住宅，日均人流
量数以万计。

“市场的营业区、仓储区与住宅在一栋
建筑内，人货蜗居在一起，这是典型三合一
工程，是《消防法》明确禁止的！”检查组工作
人员对市场责任人进行说服教育。

据介绍，北湖市场自2011年被确定为重
大火灾隐患单位后，市场一期营业场所的机
械排烟系统、防火卷帘、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等已经初步整改到位， 但市场内占道经营、
三合一现象依旧十分严重。

北湖区的另一家宏达市场同样如此。市
场内堆满了各类二手货物，疏散通道已被堵
死，安全出口也已封闭，整个市场内没有任
何醒目的指示标志，身处其中，感觉像在走
迷宫一般，有些摸不着路。检查组人员发现，
在宏达市场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
灭火系统、自动消防设施都不能正常使用。

不少业主消防安全意识淡薄
更令人忧

缘何市场火灾隐患成顽疾？除了市场前

期规划不合理、消防设备老化等带来
了先天性的安全隐患外，多数业主消
防安全意识淡薄更让人担忧。

经过多年整治，特别是2011年被
确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后，北湖市
场一期营业场所火灾隐患整改取得
了较好成效。 但市场二期835个业主
中， 目前只有300多个业主筹集整改
工程款，剩余的业主选择拒绝，导致
市场二期整改缓慢。

“让业主从自己的荷包中掏钱，
又看不到短期的经济效益，不少业主
认为是小题大做。” 北湖市场二期责
任人金爱华表示，业主普遍缺乏消防
安全意识，对整改有抵触情绪。

在宏达市场二楼楼梯口， 老板竟
将燃气灶搬进了市场内，烧菜、做饭的
工具一应俱全。 而一处消火栓被货物
重重包围，检查组搬走货物，才让它重
现真容，消火栓内放满了杂物，也没有
水可以流出。 检查组人员当即对业主
进行说服教育。

“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只要注

意一点就行。”“这里从来没有起过大
火。”当记者询问业主“发生火灾怎么办”
时，大部分业主不以为然。而问及“安全
出口、逃生通道在哪里？”更多的业主一
脸茫然。

清除火患正在进行时
为加快整改进度，当地政府牵头，商

务、 消防等部门将尽快召集北湖市场二
期业主代表开会， 对业主们进行政策宣
讲，稳定民心，继续推进整改工作，确保
能在9月30日前完成整改工作。

如果二期业主仍不配合隐患整改，
将对市场一、二期进行完全分隔，并依法
对二期市场实施关停。 消防部门也将强
化安全管理措施，严控占道经营、违章用
火用电行为， 对短期无法搬迁的住户采
取严格的措施确保安全。

目前， 宏达市场已召集业主代表研
究讨论整改方案， 预计投入30万元进行
消防整改， 并承诺定期开展消防知识培
训讲座，教会业主们学会如何自救、如何
逃生，提升业主消防安全意识。

本报7月18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蒋丹）
今天入伏，真正的暑天开始了。这是一年中气温最
高、并且潮湿闷热的日子。湖南持续多日的雨水也
见势收手，气温不断回升，20日开始35摄氏度的高
温天将在三湘大地迅速扩大。

入伏后，似乎再也没有理由逃避高温了。还只
是初伏第一天， 长沙的气温便让人感受到了暑天
的热情，而株洲则应景地发布了高温预警。省气象
台首席预报员姚蓉称，19日后，省内各地的气温将
进一步升高，多晴热少雨天气，未来一周高温最强
时段将出现在22日至23日， 中北部将出现37摄氏

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公众要注意防暑、避暑。
提醒大家，今年的“三伏天”至8月17日结束，共

30天，比去年少10天。面对高温酷暑，我们还得多在
饮食起居上做些调理：少油腻，多清淡，可适当多吃一
些苦味和酸味食物；规律作息，避免熬夜，戒烟戒酒；
中午阳光最强或温度最高的时候， 就在家里多休息
吧，外出时最好带上一
把遮阳伞；人丹、十滴
水、藿香正气水、清凉
油等防暑药物，不妨随
身携带。

头伏日，
上万人热捧“三伏贴”
专家： 并非人人适用， 至少坚持3年
本报7月18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胡翠娥 陶艳）

今天入伏， 正是冬病夏治“三伏贴” 第一贴的日子。 记者
今天从省中医院、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省儿童
医院等医院了解到， 当天前往医院敷贴的市民共上万人，
医院门诊大厅人潮涌动。 专家提醒， “三伏贴” 并非人人
适用， 要达到最好效果至少需坚持3年。

近年来， “三伏贴” 受到长沙市民的热捧。 据统计，
省中医院今天吸引了6000多人前来敷贴， 省中医附一医
院当日敷贴人数近万人。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以往以老人
小孩为主的敷贴队伍， 今年增加了不少年轻的面孔。 省中
医院冯国湘教授介绍， “三伏贴” 对于治疗肩周炎、 颈椎
病疗效很显著， 简单不费事成为年轻人选择敷贴的主要原
因。

省中医附一李晓屏医生介绍， 三伏天是一年中人体阳
气最旺盛的日子， 敷贴的药物最容易由皮肤渗入穴位经
络， 通过经络气血直达脏腑， 最大限度激发阳气， 祛风散
寒。 目前临床上治疗最多的是： 哮喘、 慢性支气管炎、 过
敏性鼻炎、 慢性咽喉炎、 慢性扁桃体炎、 反复感冒、 慢性
胃炎、 慢性结肠炎、 慢性腹泻、 风湿性关节炎、 类风湿关
节炎、 肩周炎、 腰腿痛、 冻疮、 四肢末端循环障碍 （手足
发凉）、 男子阳痿早泻及女子宫寒痛经等。 小儿经常感冒、
咳嗽、 腹泻， 以及生长发育障碍者也是冬病夏治的治疗范
围。

专家强调， “三伏贴” 不是万能药， 也并非人人适
合， 如孕妇、 有严重心肺功能疾患的人、 对药物过敏的
人、 皮肤长有疮疖以及皮肤有破损者； 疾病发作期(如发
烧， 正在咳喘等)的病人； 非虚寒性的疾病或体质阳热亢
盛的人就不适合。 “三伏贴” 要坚持一个疗程或者长期贴
才有较明显效果， 建议连续敷贴3至5年。

火灾隐患追踪

大型市场缘何成为消防“老大难”
不少业主视火灾隐患整改为“小题大做”

本报7月18日讯（记者 李勇）
记者今天从省人民检察院获悉，
该院出台《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加
强机关作风建设的规定》（以下简
称《规定》），着力整治“庸、懒、散、
浮、奢”等现象，巩固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 进一步加
强检察队伍作风建设。

《规定》将作风建设内容细
化为严格遵守各项纪律情况、
树立良好职业形象情况、 弘扬
勤俭节约反对浪费情况、 保持

清正廉洁情况、 遵守省院机关
内务管理情况等5大方面30条
具体内容。 每一条内容规定详
细，可操作性强。比如，在“保持
清正廉洁” 部分中， 明确要求
“不得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
案”；在“树立良好职业形象”部
分中，强调“对待来访群众应真
诚关心，认真倾听诉求，耐心释
法说理， 依法解决所反映的问
题，坚决纠正门难进、脸难看、
话难听、事难办等官僚作风”。

本报7月18日讯 （记者 肖
建生 通讯员涂洋）记者最近从
省国税局获悉， 从今年6月1日
开始的我省电信业营改增工
作，到7月15日首个申报期已经
圆满结束，615户试点纳税人顺
利完成纳税申报， 准期申报率
100%，申报税款9531.96万元。
其中一般纳税人448户，申报税
款9529.61万元；小规模纳税人
167户，申报税款2.35万元。

为了顺利推进电信业的营
改增工作， 省国税局提供上门
申报、 网上申报和邮寄申报等
多种申报方式供纳税人选择，

并在办税服务大厅设置办税绿
色通道和全职能窗口， 配备自
助办税终端， 方便纳税人办理
纳税申报。 自6月1日电信业营
改增试点以来， 针对试点纳税
人不熟悉国税管理流程的情
况， 国税局为纳税人提供点对
点辅导，一对一服务，举办多场
专题培训班， 详细介绍发票领
购、 申报流程和软件操作等情
况。试点纳税人若有疑问，除在
办税服务大厅现场咨询外，还
可以通过12366纳税服务热线
或国税门户网站提出咨询，从
而方便了纳税人的申报工作。

月桂聊天

入伏，迎接高温
●未来一周内22日、23日最热
●“三伏天”饮食少油腻，多清淡，可适当多吃
一些苦味和酸味食物

狠抓机关作风建设

省检察院出台30条“铁规”

电信业营改增
首个申报期结束

615户试点纳税人完成纳税申报，准期申报率100%

7月18日，宣传员在发放法律宣传资料。当天，以“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提高农民工法律素质，服务深化
农村改革”为主题的大型法律知识宣传活动在长沙市岳麓区橘子洲街道天马村举行。

本报记者 徐行 吴希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