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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之不易的8.6%”
———省统计局局长张世平答记者问

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彭雅惠

在1月2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省统计局局
长张世平就2015年湖南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
回答了媒体记者的提问。

记者：2015年湖南经济增速达到8.6%，如
何评价这一速度？而且二、三产业增加值明显
高于一产业增加值，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张世平：去年，全省经济增长8.6%，在全国
排名比较靠前，算是一个好的速度。

8.6%的增速，成绩来之不易。过去一年，全
球经济增长放缓，特别是新兴国家，比如南非、
俄罗斯、巴西等，经济普遍大幅回落。国际大宗
商品价格处于低位，全球贸易额减少，价格下
降。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情况下，湖南发展速
度高于全国1.7个百分点，实属不易。

8.6%的增速，符合宏观调控预期。省委把
过去一年的工作重点放在调结构、 转方式上，
没有搞大水漫灌式的需求扩张，着力在优化经
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做文章。去年计划
目标是8.5%，实际达到了8.6%。

8.6%的增速，不高也不低。“不低”是就业、
生产供给、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发展各方面都
在继续增长；“不高”是对保护生态环境、减缓
对能源和资源压力起到了很好作用。从相关数
据看，单位GDP能耗、工业能耗，都大幅度下
降；生态环境的投资、基础设施的建设、高新技
术的发展以及产品结构、 产业结构的调整，都
取得可喜的成绩。

至于二、三产业发展快于第一产业这个问
题，我认为，从社会发展看，最初是农业主导经
济发展，第一产业发展很快。一段时间后，农业
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通过工业化使大量的自
然资源、农业资源被加工成实物产品满足人们

的需求，这一阶段是工业发展速度很快。当工
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对市场工业品实物需
求的满足达到饱和后，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就会
有新的需求，进入第三产业支撑经济的时代。

目前，全国和我省都正处在由工业经济主
导逐步向第三产业主导迈进的阶段，全国第三
产业占经济比重已经超过50%，我省接近45%
的水平，相信再经过3到5年努力，我省将进入
第三产业主导阶段。

记者：去年我省工业增长缓中趋稳，能否
介绍一下工业运行的特点 ？2016年供给侧改
革，如何统筹去产能和稳增长？

张世平： 去年我省工业发展可以概括成：
速度趋缓、结构优化、效益回升、质量提高。

速度趋缓大家感受很深。过去几年，工业
都是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工程机械、钢铁、
有色、石化发展非常快，每年都增加几个千亿
支柱产业。2015年规模工业增长速度只有
7.8%，尽管比全国高，但这是我省过去20多年
中的最低水平。市场需求放缓，劳动力、融资等
成本上升，主动去产能，使工业增速趋缓。

结构优化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工业集约
化程度在提高。表现在我省园区工业比重去年
上升较快，大中型企业对全省经济发展作用增
强。二是新产品产值的比重上升比较快。去年，
新产品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比重超过17%，
一年内比重就提高了4.5个百分点。 三是新兴
产业发展加快。传统产业食品、烟草、工程机
械、钢铁、有色等面临去产能，去年下降比较
快，而新兴的轨道交通、电子信息、医药行业、
环保产业上升得非常快。

效益回升，利润增长。去年1至11月全省规
模工业利润增长超过2%，前年是负增长，去年
由负转正，上升近6个百分点。上缴的税收比上
一年同期也在回升。

质量提高，主要是新产品、优质产品的比
例上升；同时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新的一年，中央要求着重实行供给侧改革
来推动经济发展，我理解主要是从供给和生产
角度进行结构调整， 以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达到相互促进，来推动经济发展。社会经济发
展是需求和供给相互作用的结果，有需求才会
有生产，若需求变化了，供给也要相应地变化，
否则产品就卖不出去。而供给又决定了消费多
少，制约需求发展。目前，国家和我省都面临传
统产能过剩，而新产品、新业态、新服务却跟不
上，满足不了需求，所以要进行结构性调整。工
业方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去产能，钢铁、煤炭、建
材等产业，大量产能闲置。一些产业还要去库
存，从房地产行业看，全省房屋待售面积增长
了12%，有人推算，现在全国城镇居民户居住
房接近两套。此外，僵尸企业也要去掉。供给侧

改革，还要营造好的消费环境，发展电子商务，
发展健康产业、文化产业、体育产业等新业态
以及优质产品，并创新需求。

供给侧改革需要的时间较长。根据中央判
断，我国经济已经进入“L”型增长，需要3至5年
时间完成改革，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

记者：2015年我省消费市场平稳向好 ，主
因是什么？还有哪些增长空间？

张世平：去年我省实际消费增长比前年提
高，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快。按照国家统
计局湖南调查总队的调查数据，去年我省城镇
居民收入增长8.5%，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9.3%，
即便把物价增长剔除， 也基本与经济增长同
步。收入高了，居民用来消费的份额就大了。

二是城镇化水平提高。去年全省城镇化水
平提高了1.6个百分点， 近百万人口由农村进
入城镇生活、就业，拉动消费增长。

三是我省商业业态更便捷，新兴业态发展
促进了消费。最典型的就是电商发展快，购物、
订票、餐饮都在网上购买，在家里就可完成，十
分方便。

今后，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还会提升。
目前，我省还是投资拉动型经济，工业结构主
要是重化工结构，但今后趋势肯定是消费对经
济拉动作用进一步上升，所以消费增长空间还
较大。

记者：2015年我省固定资产投资有什么变化？
张世平： 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投资增速放

缓，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
速度放缓是因为国家注重不搞大水漫灌

而要精准投资。放缓体现在几个方面：去年我
省房地产投资减少，占投资比重也从前几年的
15%左右下降到10%左右。民间投资增速放缓，
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大家大多观望，不知道投
资哪个行业能赚钱。工业投资速度明显下滑。

投资中也有亮点。基础设施投资、民生投
资没有减缓。 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高速公路、高
铁等投资增长加快， 保持20%以上的高位。民
生产业投资、第三产业投资、环保产业投资也
有快速增长。

投资的重点在变化。下阶段，湖南要扩大
精准投资， 还有一些领域可重点加强投资力
度：技术改造投资要加强；基础设施投资要加
强；民生投资要加强。总的来讲，我省与发达国
家、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投资
建设方面还要努力迎头赶上。

�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记者 刘文韬）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
宪法权威……”今天下午，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会议首次为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次会议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举行宪
法宣誓仪式。这标志着宪法宣誓制度在我
省正式实施。

实行宪法宣誓制度是提高宪法权威
的重要举措。根据去年12月出台的《湖南
省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规定，从2016
年1月1日起，全省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任命、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
员，以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人民
法院、 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
在就职时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在本次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表决通
过了对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委员陈佳新的任命，按规定陈佳新必须进

行宪法宣誓。下午3时20分，陈佳新从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来山手中接过任命
书。随后，于来山宣布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全体起立，奏国歌。国歌完毕，在众人注视
下， 身着正装的陈佳新走到宣誓台前，面
向国旗站立，左手抚按《宪法》，右手举拳，
神情庄重严肃地诵读誓词：“我宣誓：忠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维护宪法权威，履
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
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
奋斗！”

宪法宣誓仪式结束后，陈佳新坦言心
情很激动。他表示，向宪法宣誓，是国家工
作人员向国家、向人民、向社会所作出的
庄重承诺，更是在新的岗位上履职尽责的
开端。在今后的工作中，他将牢牢树立法
治意识和为民服务思想，依法履职，以实
际行动践行誓言。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黄禹康 张璇）今天，全省档
案工作暨表彰先进会议在长沙召开。
副省长李友志，国家档案局副局长、中
央档案馆副馆长许仕平出席会议并讲
话。

2014年，省委、省政府办公厅联
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
势下档案工作的实施意见》，为全省档
案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十二
五”期间，全省各级档案馆（室）共接待
档案信息查询500多万人次， 并在全
国率先取消档案利用收费， 共为利用
者减轻负担3000万元；举办各类档案
展览1500余次，编辑出版档案编研史
料500余种。 全省各级国家综合档案
馆藏档案达2100余万（册），比“十一
五”增长23.5%，馆藏总量居全国第二。

在全国率先开展了著名艺术家建档工
作，海外征集到有关毛泽东、何凤山等
珍贵档案。

许仕平对我省的档案工作给予
了高度肯定。他指出，湖南省委、省政
府非常重视档案工作，特别是在档案
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特色档案资源建
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他要求，
广大档案工作者必须把“为党管档、
为国守史、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重
要任务，推动档案事业的不断创新发
展。

李友志指出，各级党委、政府要切
实把档案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和社
会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 要经常调查
了解档案工作的实际困难， 多为档案
工作排忧解难，全面促进“十三五”期
间档案工作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记者 乔伊蕾）
春节将至， 副省长蔡振红今天深入部分
宗教活动场所督查安全管理工作， 并代
表省政府看望宗教人士， 慰问困难教职
人员和信教群众， 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
候。 省长助理袁建尧一同督查和看望慰
问。

蔡振红一行先后来到省基督教三自
爱国运动委员会、省基督教协会和省天主
教爱国会、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以及长沙
市清真寺、云麓宫、麓山寺，看望了中国佛
协副会长圣辉、中国道协副会长黄至安以
及各全省性宗教团体主要负责人，慰问了
部分困难教职人员。他对全省性宗教团体
和宗教人士一年来在依法办教、加强自身
建设、服务公益慈善事业、积极与社会主

义社会相适应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了
充分肯定。

从往年情况看，春节期间，可能有大
量群众到宗教场所参访，有的信教群众还
要参加宗教活动。蔡振红每到一处都反复
叮嘱，要切实增强“消防安全无小事”、“责
任重于泰山”的意识，做到防火、防盗、防
毒、防恐、防人员踩踏等，每件事、每项任
务都要明确负责人，明确具体措施，加强
隐患排查，同时制定重大活动突发事件的
应急预案，确保万无一失。

蔡振红还要求各全省性宗教团体、长
沙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管理责
任，加强对重点宗教活动场所安全工作的
检查与督查，确保宗教活动场所不发生失
火、失盗、踩踏等事故。

省人大常委会
首次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龙祐宏）今天下午，省经信委和省
工商联联合召开专题座谈会，共同探讨如
何补齐非公经济短板。副省长、省工商联
主席何报翔出席。

省经信委介绍，2015年，全省非公有
制经济和中小企业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
展。预计全年全省中小企业增加值可实现
8.5%增速， 非公经济增加值可实现9.0%
增速。但通过纵横向对比，我省非公经济
发展也存在比重徘徊不前， 增速逐年放
缓，市场主体少、小、弱等差距。

新常态下， 我省非公经济短板怎么
补？ 省工商联认为，“行业和地区分化、

民间投资持续回落、企业税费负担重、政
策措施‘碎片化’等4个问题，需要高度
关注”。

何报翔在讲话中指出，补齐非公经济
短板， 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要有机对接，
要主动对照发达省份， 研究政策差距，深
入调查研究， 真正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要与十三五产业发展规划相衔接，提出有
针对性的发展措施，集中力量保重点。

会上， 省经信委和省工商联提出了
2016年厅际合作计划， 计划从优化非公
经济发展环境、服务非公企业、促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等3个方面，共同开展15项
活动。

如何补齐非公经济短板
省经信委省工商联拟开展厅际合作

确保春节安全万无一失
蔡振红看望慰问宗教人士

湖南日报评论员

1月21日下午，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和我省实
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会议首次为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任命的国
家工作人员举行宪法宣誓仪式，这标志着
宪法宣誓制度在我省正式实施。

奉法者强则国强， 奉法者弱则国弱。
实施宪法宣誓制度，是增强公职人员的宪
法观念，推进宪法信仰建立、让宪法文化落
地生根的重要举措。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
法，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维护法制的权
威，首先是维护宪法的权威。宪法宣誓制度
正是通过看得见的仪式，树立宪法的权威，
促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牢固树立宪法意
识，正确对待责任和职权，培养对法律的敬
畏意识，强化对自己的约束，同时为全社会
尊重和遵守宪法起示范和引领作用。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宪法宣誓制度的
从无到有，体现了依法治国的理念，昭示
了法治信仰， 无疑是我们法治建设的进
步，是政治文明的进步。但这仅仅是一个
好的开头，其终极目标是要让宣誓者从内
心里敬畏宪法，自觉推进宪法的实施。

法律的本质在于以强制力规范行为，
也就是说一旦法律这样规定，有人违反规
定就必定受到追究，也就是常说的“违法
必究”。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讲，一部法律
的生命力有赖于违法必究， 宪法也不例
外。尽早制定追究违宪责任、明确违宪审
查权主体和程序的法律，才是宪法实施的
重中之重。只有从实体法上确立了违宪责
任和制裁措施，从程序法上确立了违宪审
查权的主体和程序，才有可能做到“违宪
必究”， 才有可能推动宪法在具体生活中
的实施，形成全社会人人尊重宪法、遵守
宪法、维护宪法的良好氛围。

“向宪法宣誓”昭示法治信仰

� � � �陈佳新向宪法宣誓。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为党管档 为国守史 为民服务
省档案工作暨表彰先进会议召开

● 工业
结构优化、效益回升、质量提高

● 消费
稳中趋旺，对经济拉动还会提升

● 投资
告别大水漫灌，保持在较高水平

● 生产总值
2015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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