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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21日讯 （记者 李伟锋）记
者从今天召开的上半年全省工业经济形势分
析会获悉， 今年以来我省规模工业增加值逐
月回升，全省工业经济逐步向好。

总体态势向好。今年前6月，全省规模工
业增加值增长6.5%，比一季度增速快0.3个百
分点； 上半年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0.5个百分点。

质量效益稳定。 从现有数据看，1月至5
月， 全省规模工业企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12693.06亿元，同比增长7.8%，增速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4.9个百分点；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

555.39亿元， 同比增长5.5%； 工业亏损面为
7.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6个百分点。

制造业较快发展。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
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90.7%， 增速比规
模工业平均水平高0.7个百分点。 生物医药、
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产业，保持10%以上的
增速， 其中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1.6%， 对全省规模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16.6%，拉动全省规模工业增长1.1个百分点。

动能转换加快。3D打印、工业机器人、新
型住宅、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业态发展态势好，
其中移动互联网产业实现营业收入增长

71.6%。食品、有色、石化、建材等传统产业，在
技术改造推动下，分别增长7.8%、8.3%、7.7%和
8.7%。

非公经济发展较好。上半年，全省非公经济
增加值增长9.1%，比规模工业平均增速快2.6个
百分点。

上半年湖南工业逐步向好
●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逐月回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5个百分点
●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先进轨道交通、汽车制造等增速保持10%以上

7月20日，南华大学民兵预备役的同学们在进行军事训练。放假以后，南华大学民兵
预备役大队在该校开展“四会教练员”强化班的学习，来自各院系的200名学生参加。

刘辉 曹正平 摄影报道

大学生暑期练兵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 （记者 李伟锋）
今天， 省政府举行全省工业经济形势分析
会。副省长张剑飞要求，要坚定不移贯彻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透过形势找机遇，稳
住存量、培育增量，在保持现有稳中有进运
行态势的同时， 冲刺全年工业经济发展目
标。

今年上半年， 全省规模工业增长
6.5%，比一季度回升0.3个百分点，高出全
国平均水平0.5个百分点。规模工业增速逐
月小幅回升，稳中有升、逐步向好的态势进
一步明朗。

张剑飞指出， 对照全省工业经济年度

目标， 下半年全省工业经济发展的压力不
小。但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也在不断积累，
要从国家和省里出台的系列政策措施中抢
抓机遇，从生物医药、食品、新材料、电子信
息等产业领域寻找新增长点， 从重大产业
项目建设中培育新动能， 着力促进全省工
业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要对照年初部
署查进展、查效果，对照当前经济形势分析
会要求看效果、找问题，对照省委省政府的
系列部署抓执行、抓落实，以更加务实的工
作态度，采取更加扎实的工作措施，全力以
赴抓好工业经济发展，为实现“十三五”开
局之年的目标作出最大努力。

张剑飞在全省工业经济形势分析会上要求

稳住存量 培育增量
冲刺全年工业经济目标稳中向好健步行

� � � � （上接1版）
与蓝思科技产品走俏市场相呼应， 省委

省政府大力培育发展的电子信息制造业，首
次进入湖南支柱产业榜单。 而黑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则悄然退出“支柱”行列。

全省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高新技术产业
比重提升。上半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增长15.8%，明显高于全省经济增长水平。

产品结构持续优化。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新产品产值增长提速，体现“智造能力”的产
品增多。上半年，全省规模工业主要产品中，
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7.7倍，运动型多用
途乘用车同比增长2.8倍，城市轨道车辆同比
增长32%，环境污染防治专用设备、工业机器
人、太阳能电池、平板显示器、机械化农业及
园艺机具均大幅增长。

新兴业态快速发展。3D打印、 新型住宅、移
动互联网等新业态来势很好， 其中移动互联网

产业实现营业收入增长71.6%。“互联网+” 经济
发展较快， 以网络为载体的购物等持续高速
增长，带动相关业务快速发展。

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 上半年全省第
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9.7%，比上年同期提
升3.4个百分点。在“三、二、一”产业格局
中，基数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服务业，对
全省经济增长贡献最大， 体现了产业结构
迈向合理。

企业利润回升，三大收入增长
省国资委监管的37家企业，一季度亏损

20.19亿元，二季度明显好转，六成企业实现
盈利，整体盈利达8.6亿元。

“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好不好，主要体现在
三大收入上，即企业利润、财政收入和居民收
入。”省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张正称，从
上半年全省数据来看，企业有利润，政府有税

收，居民有收入。
二季度以来，省属国企湘投、现代投资、轻

工盐业、湖南建工、二十三冶、湖南粮油等企业，
通过强化创新、严控成本、新拓市场等途径增加
效益，6户企业均盈利过亿元，另有路桥、长丰、
兴湘等10户企业，其盈利均过千万元。

1月至5月，全省规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
实现利润总额555.39亿元，同比增长5.5%；中小
型企业利润增长加快。

财政府库充盈。上半年，全省完成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2305.1亿元，同比增长8.3%，增速比一
季度加快4.2个百分点。建筑、汽车、金融等行业
对税收增长拉动作用明显。受国有资源（资产）
有偿使用收入、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增长较快影
响， 全省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增
长较快。

上半年，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825元，同比增长8.6%；农民务工收入增长较
快， 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561元，增
长9.3%。

企业有利润、财政增收入、居民鼓荷包，全
省经济总体保持稳中向好趋势。

纪念曾三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召开

益阳市“曾三同志档案陈列馆”开馆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唐竟）今天上午，国家档案局、
中央档案馆和省档案局在益阳市联合
召开“曾三与新中国档案事业发
展———纪念曾三同志诞辰110周年座
谈会”。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
馆长李明华，副省长向力力出席，并为
“曾三同志档案陈列馆”揭牌。

今年是曾三同志诞辰110周年。
为缅怀曾三同志对档案事业的卓越贡
献，在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和省档
案局（馆）的大力支持下，益阳市筹建
了“曾三同志档案陈列馆”。上午，全体
与会代表在益阳市档案馆参加“曾三
同志档案陈列馆” 开馆仪式及纪念座
谈会。陈列馆共选用珍贵档案资料、图
片、图标、实物170余件，翔实反映了
曾三同志成长历程以及在不同时期对

档案事业发展的贡献。
李明华在讲话中说， 曾三同志为

我们党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
了重要贡献， 为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创
立和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为新时期
档案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 全国广大档案工作者要深切缅怀
他为党和国家档案事业作出的卓越贡
献， 追思和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
风范，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档案工作。

向力力在讲话中说， 作为曾三同
志的家乡人，我们倍感崇敬和怀念，我
们永远铭记他为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开
创和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铭记他心
系家乡为湖南档案事业发展奠定的坚
实基础和优良传统。 希望全省档案部
门不断探索新思路、新经验、新办法，
不断提高我省档案工作水平。

下午在长沙召开了纪念曾三同
志诞辰110周年档案学术研讨会。

曾三同志家人代表受邀出席纪
念活动。

曾三（1906-1990），出生于益阳
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
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 参与了中国
工农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建，后
长期在党中央机关从事秘书和机要工
作， 是我党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先
驱。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第一任国家档
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是新中国
档案事业的开拓者和杰出领导人，主
持制定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档案
工作规章制度， 开创了档案教育、宣
传、科研等领域的工作。

■链接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吴迪）7月20日下午， 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陈君文来到省国资委， 调研国企
改革、《湖南省实施〈企业国有资产法〉办
法》立法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情况。

2014年3月， 我省率先在全国启动深
化国企改革工作。目前，省直党政机关和具
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与所属企业全部脱
钩，共涉及企业138户，涉及资产总额5467
亿元。 省国资委不断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
构，加快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推动建立
职业经理人制度， 深化企业负责人薪酬制
度改革，有序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中
联重科现已成为全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的样板。
陈君文对省国资委开展的各项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大力推进供给
侧改革，增强国有企业内生动力。要建立
以资产负债率、资金周转率、销售利润率
等为主要考核要素的机制，增强国有企业
转型升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大力推进
企业混合所有制，积极推进科学合理的薪
酬机制改革， 充分激发和释放企业活力，
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引领力。要进一步
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科学界定国有资
产出资人监管边界，建立监管权利清单和
责任清单，减少直接行政干预，依法放权，
给企业注入活力。

增强内生动力 释放企业活力
陈君文赴省国资委调研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记者 柳德新 贺佳
通讯员 谢胜虎）今天下午，省防指召开全体成
员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防汛
抗洪抢险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讲话精
神，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关于当前防汛抗
灾的决策部署，以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徐守盛，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的批示

精神，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措施，落实责任，连
续作战，奋力夺取防汛抗灾工作全面胜利。

会议指出， 当前全省正值防汛抗灾关键
时期，各级各部门务必要认清形势，时刻绷紧
防大汛抗大灾和安全生产这根弦， 充分认识
当前防汛抗灾工作的复杂性、 严峻性、 艰巨
性，从最不利的情况出发，做最充分的准备，

向最好的结果努力。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防
汛抗灾责任，切实加强洞庭湖防守、山洪灾害
防御、水库安全度汛、城市防洪排涝、人口集中
区防汛工作等重点防范，强化监测预警、查险
除险、抢险准备、水库调度、处置险情等各项工
作措施，增强抗灾救灾合力，提前谋划水利建
设。

副省长、省防指指挥长戴道晋出席会议并
讲话。今天上午，戴道晋还在省防指主持召开
专题会商会，迅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进一步部署水库调度和洞庭湖区堤
垸防守等工作。

省防指全体成员会议要求

夺取防汛抗灾全面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