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经济运行
基本面向好

1、“三驾马车 ”
动力增强

2、工业增速
回升较快

3、资金供给
保障有力

二、经济运行
质量较好

1、实体经济
经营好转

� 2、新旧动能
转化加速

3、民生保障
加强

（1） 固定资产投资
3950.3亿元 ， 增长
12.3%。
（2） 社会消费品零
售 总 额 3372.6 亿
元，增长11.4%。
（3） 进 出 口 总 额
420.3亿 元 ， 增 长
52.5%。

（1） 规模工业增加
值增长7.3%， 同比
加快1.1个百分点。
（2） 工业对GDP贡
献率为35.9%，同比
提升9.3个百分点。
（3）工业用电量增
长6.5%。
（4）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上涨6.6%

� （1）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1219.96亿元 ，
增长12.5%。
（2）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1686.9亿元，增长
19.7%。
（3）3月末，全省金融
机构本外币各项存
款 余 额 44448.8 亿
元 ， 增长13.6%；贷
款 余 额 29210.3 亿
元，增长12.8%。

（1）1-2月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27.2%， 同比加快
25.8个百分点。
（2）客货运输换算
周 转 量 1235.1亿
吨 公 里 ， 增 长
8.1%。

（1）高加工度工业增
加值增长13.5%，同
比加 快 3.3个 百 分
点。
（2）高技术产业增加
值增长15%，同比加
快5.2个百分点。
（3） 互联网和相关
服务业营业收入增
长73.1%。

（1） 投 入 ： 民 生 投 资 增 长
40.7% ； 财政民生支出 增 长
21.3%。
（2）就业：城镇新增就业19.93
万人 ，同比多增0.4万人 ，完成
年度任务的28.5%； 失业人员
再就业7.98万人，同比多增0.2
万人，完成年度任务的26.6%；
就业困难对象再就业 3.16万
人，完成年度任务的31.6%。
（3）物价 ：CPI上涨1.7%，同比
回落0.1个百分点。
（4）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9228元 ，增长8.2%；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57元，
增长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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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杨亲福 黄爱华
湖南日报记者 段云行

4月17日， 新化县水车镇奉家村
春意盎然。 村民罗志忠和奉勇忠
“两忠” 合办的牛场里， 打工的村民
邹镜明正启动三轮车， 准备外出运
饲料。 一字儿排开的50间牛栏， 28
头黄牛正在悠然生长。 邹镜明介绍：
“老板年前处理了22头， 毛收入超15
万元。” 牛栏前有25亩梯田， 全被
“两忠” 租来种了牧草； 牛栏右边有
眼塘， 2.6亩， 也是他们租用的。

2015年4月， 省长株潭两型试验

区管委会扶贫工作队进驻省级贫困
村水车镇奉家村。 工作队同志进村
入户走访调查， 花了3天时间， 走访
了23户贫困户。

扶贫工作队负责人徐晓光介绍：
摸清贫困户底子后， 明确了扶贫思
路：用“往前冲”的精神、“敢探路”的勇
气、“一起上” 的格局、“认真抓” 的劲
头，促进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持续增
收，从而顺利拔穷根。

村干部介绍有位村民罗志忠，
30刚出头， 带着妻儿在外搞打字复
印， 赚了钱， 有存款。 工作队萌生了
动员他回家做创业带头人的想法。

不久， 罗志忠回家探亲， 工作队的
同志立即登门拜访： “打工是青春
饭， 回乡创业才能真正拔穷根， 才
能带动乡亲！” 罗志忠听在耳里， 想
在心里， 犹豫不决。 工作队同志拿
出绣花功夫， 走访了他的所有邻居。
其中邻居奉勇忠， 近50岁， 独女户，
招了女婿， 正想帮助女儿办养牛场，
苦于家贫少资金。 工作队同志建议
他与罗志忠联合办养牛场， 他喜出
望外， 当晚就去了罗志忠家， 凭三
寸不烂之舌， 把罗志忠留下来了。
“两忠” 共投资60万元， 兴办了“巨
公坳黄牛养殖场。”

在工作队的帮助下，罗志忠和奉
勇忠拿出了综合开发计划：利用牛肥
种猕猴桃，养黄鳝、蚯蚓。 去年已栽猕
猴桃200株， 计划今年利用2.6亩的那
眼山塘养黄鳝，另养蚯蚓1亩，利用蚯
蚓再办小型养鸡养鸭场。 现在，不仅
罗志忠在家照样能赚钱，不比在外面
差，奉勇忠也有了脱贫致富的希望。

谈起“两忠” 合办的养牛场， 徐
晓光颇有感慨： “贫困群众缺资金，
难搞产业项目， 简单的给钱给物， 无
法形成后劲， 让先富村民与困难村
民携手创业， 互帮互助， 不失为一条
精准扶贫的好路子。”

“两忠”携手办牛场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扶贫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张尚武

一季度， 湖南经济运行开
局良好。 投资结构优化、 消费
升级加快、 房地产市场分化、
交通运输特别是货物运输红火、
工业用电增长， 为湖南经济提
升了“含金量”。

4月20日的新闻通报会上，
省统计局副巡视员、新闻发言人
黎雁南用数字“说话”，解读经济
运行的五大亮点。

1、 投资结构优化
读数： 一季度， 全省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3950.3亿元， 增
长12.3%， 同比回落2.2个百分
点。 其中， 民间投资2205.9亿
元， 增长6.6%， 同比加快1.6个
百分点。

说话 ： 我省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总体虽放缓 ， 但结构继续
优化。

一季度 ， 全省投资呈总体
放缓态势 ， 但民间投资出现可
喜的增速 。 同时 ， 投资结构不
断优化， 主要表现在：

农业投资加速增长 。 在部
分农产品和生猪价格保持高位
运行的影响下 ， 农业投资积极
性提高 。 一季度 ， 全省第一产
业投资同比增长31.4%。

服务业投资势头良好 。 全
省第三产业投资增长18.3%， 比
全省投资平均增速快 6个百分
点 。 其中 ，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 住宿和餐饮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 、 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等行业增速均在20%
以上。

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
长 。 全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
长30.2%， 比全省投资平均增速
快17.9个百分点； 全省民生工程
投资增长40.7%， 生态环境投资
增长36%。 延续近年来的快速增
长势头。

2、消费升级加快
读数：一季度，全省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372.56亿
元，同比增长11.4%。

说话 ：各类消费中 ，幸福产
业和改善型消费增长较快。

幸福产业中， 居民在文化、
体育 、 健康等方面的消费需求
不断提升， 相关商品增长较快。
一季度， 限额以上法人单位中，
文化办公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
长22.6%， 比上年同期加快11.5
个 百 分 点 ； 中 西 药 品 类 增 长
15.3%， 比上年同期加快1.9个百
分点。

再看改善型消费 。 房地产
刚性及改善性需求加速入市 ，
与房地产销售相关的家具 、 家
电 、 建筑装潢材料等消费品持
续旺销。 一季度，限额以上法人
单位中，家具类、建筑及
装潢材料类、 家电类商
品 零 售 额 分 别 增 长
28.1% 、30.2% 和 14.3% ，
同比加快 7.9个 、2个和
11.4个百分点。

3、房地产市场分化
读数 ：一季度，全省商品房

销售面积1341.35万平方米，同比
增长25.7%。

说话：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政
策出台后，市场分化态势明显。

一季度， 全省商品房销售保
持高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延续
升势， 商品房去库存成效明显。
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后，
对我省房地产市场运行方向和
预期产生影响，市场分化态势更
加明显。 一是省会长沙新建商品
房销售有望降温。 一季度，长沙
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423.36万平
方米，同比增长7.7%，低于全省平
均增速18个百分点。 限购限贷政
策的出台对长沙及全省的影响
初步显现。 二是三、四线城市商
品房销售较好。 一季度，剔除长
沙后的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增
长36.1%，高于全省平均增速10.4
个百分点。

4、货物运输红火
读数：一季度，全省铁路、公

路、水路、民航和管道五种运输
方式完成货运量4.81亿吨、 货物
周转量933.31亿吨公里， 分别增
长9.4%和8.5%。

说话：货物运输红火 ，反映
经济回暖态势明显。

工业经济明显回暖。一季度，
全省规模工业运行实现平稳开
局， 且增速比上年同期和1至2月
均有明显加快，作为生产性服务
业的交通运输直接受益并反映
了工业经济的回升。

投资建设持续较快。一季度，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实现12.3%的
增长 ， 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3.1%， 带动了交通运输业的回
升。

5、工业用电攀升
读数：一季度，全省工业用

电量189.6亿千瓦时，增速由去年
同期的-9.3%提高到6.5%。

说话 ：我省能源生产 、消费
结构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工业用电比重提升。全省一、
二、 三产业电力消费分别为3.81
亿 千 瓦 时 、194.82亿 千 瓦 时 和
65.18亿千瓦时 ， 分别同比增长
12.8%、6.3%和5.0%。 工业用电占
全社会电力消费的比重为49.8%，
同比提高5.4个百分点。

新能源发电形势良好。 一季
度， 全省规模工业发电量318.66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13.78%。 其
中， 规模工业风力发电量9.41亿
千瓦时 ， 增长11.0%， 占规模工
业发电量的2.95%， 同比提高0.2
个百分点； 太阳能发电量0.07亿
千瓦时， 增长41.8%。

由于受原材料价格回升影
响 ， 一季度全省高耗能行业能
耗回升明显 ， 下阶段节能降耗
任务艰巨。

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彭雅惠

省统计局4月20日公布， 一季度
湖南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051.1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4%。

新闻通报会上， 省统计局副巡视
员、新闻发言人黎雁南称：“一季度，湖
南经济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 稳中提
质，交出了一份满意的‘成绩单’。 ”

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经济运行开局良好

平稳增长的势头在延续。
先看“三驾马车”，一季度消费增

长稳中有升， 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
长， 比去年同期略升0.2个百分点；投
资增速比去年同期虽有所回落，但回
落的幅度在收窄，增长速度在全国的
排位仍相对靠前； 出口去年就转正
了，今年一季度进出口总额回升幅度
更大，增长52.5%。 可见，我省经济增
长的后劲还是比较足的。

再看三次产业，第一产业受畜牧
业影响增速小幅回落，但因体量较小
对全省经济影响有限；第二产业中工
业的回升最为明显，规模工业增速同
比加快1.1个百分点；服务业继续保持
稳中向好的态势。

综合来看，去年四季度以来主要
经济指标企稳回升的态势得以延续，
一季度全省经济增速同比加快0.1个
百分点符合预期。

稳中向好的基础在巩固。
工业经济的“晴雨表”，主要看用

电消费和工业品出厂价格。

作为社会用电量主体的工业用电
量，我省一季度增长了6.5%，而去年
同期是负增长。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结束了四年多的下行，一季度同比上
涨6.6%， 自去年10月份以来连续6个
月单月为正。

实体经济的经营状况进一步好
转，工业企业利润恢复性增长，企业增
加投资、扩大生产的积极性增强，有利
于巩固向好的基础。 1-2月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增
长27.2%， 同比加快25.8个百分点，比
上年全年加快22.7个百分点。

民生得到进一步改善。 今年一季
度财政民生投入增长21.3%， 就业稳
中有增，物价涨势温和，居民收入稳步
增长。

促进发展的活力在增强。
今年以来，湖南放管服等重点领

域改革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去年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继续深
化，市场活力不断释放。

一季度，全省规模工业非公有制
企业增加值增长8.9%，明显快于全省
平均水平。

民间投资扭转了去年持续下行的
态势，今年一季度增长6.6%，比去年
同期快1.6个百分点， 比去年全年快
2.8个百分点。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
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以来，新登记企
业增长势头强劲。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快速增长。 顺应消费升
级趋势的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分别增长38.6%

和22.5%，文化娱乐体育健康、通讯器
材、家电等发展改善型消费增长较快。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助推湖
南经济新开局。

结构优化，稳中提质，
转型升级取得成效

一季度，我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进展，增长
新动能加快培育，转型升级取得新成
效。 黎雁南从三次产业、三大需求的
结构变化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湖南一季度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稳中
提质呈现新亮点。

从三次产业增长贡献来看，服务
业仍居主导，工业贡献有较快回升。

第一产业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为1.9%，拉动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0.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对全省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为39.7%， 拉动全省地
区生产总值增长2.9个百分点； 其中，
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5.9%，
同比提升9.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全
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4%， 拉动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3个百分点。

从三大需求增长贡献来看，消费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

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全省地
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1.6%，
同比提高8.1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
的贡献率为50.7%，同比下降8个百分
点；由于出口增幅低于进口，且受价格
因素影响，导致进出口的净出口贡献
率为-2.3%。

从三次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来

看，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第三产业比重继续提升。一季度，

全省三次产业结构为 7.0∶42.0∶
51.0，与去年同期比较，第一产业、第
二产业比重均下降0.8个百分点，第三
产业比重提高1.6个百分点。

农、渔业占比小幅提升。农业增加
值占农林牧渔业比重达28.0%， 同比
提高1.1个百分点；渔业增加值占农林
牧渔业比重达12.9%， 同比提高1.0个
百分点。

工业继续向中高端升级。高技术产
业和高加工度工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
工业的比重分别为10.8%和36.5%，同
比提高0.7个和0.8个百分点。

重点服务业增长较快。 其他服务
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0.5%、9.8%和7.9%，分别比全省经济
增速快3.1个、2.4个和0.5个百分点，占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26.2%、5.9%和3.0%， 同比分别提高
1.6个、0.2个和0.3个百分点。

一季度开局良好， 但经济放缓的
压力仍不容忽视。 目前国际环境依然
复杂多变，我省经济结构不优、部分领
域部分行业增长动力不足、 投资增速
放缓、实体经济困难还较多，这些问题
都有待破解。

黎雁南称，接下来，湖南要继续坚
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
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进
一步扩大有效需求， 积极引导社会预
期，深化创新驱动，继续夯实稳中向好
的基础，促进全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 稳中提质
———如何看待湖南一季度经济运行“成绩单”

数字里的“含金量”
———一季度湖南经济五大亮点解读

一季度湖南经济运行图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 (记者
余蓉 ) 今天上午，2017年湖南省

“扫黄打非”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
开。会上透露，今年湖南将继续开
展“清源”“净网”“秋风”“护苗”
“固边”五大专项行动，全面清扫
淫秽色情等文化垃圾， 严肃查处
假媒体、假记者站、假记者和新闻
敲诈行为， 重点打击制作传播淫
秽色情信息的网站和网络直播平
台，坚决抵制侵权盗版行为。

2017年，省“扫黄打非”工作
将紧紧围绕迎接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这一主线， 认真抓好工作落
实。以网上“扫黄打非”为重点，从
严查办大案要案，进一步建立完善
联席会议制度、 部门信
息共享机制、 应急处置
机制等， 加强网络监管
技术平台建设， 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方式， 引导
社会力量参与行动。全
面推进“扫黄打非”进基
层工作， 充分利用各种

平台，在乡镇和社区建立基层工作
站。广大群众可以通过电话、邮件、
来信、上门等方式提供“扫黄打非”
案件线索。一经查实，将给予相应
的奖励。

据介绍，2016年以来，我省“扫
黄打非” 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据
不完全统计，全省共出动检查人员
7.5万人次，收缴非法出版物105.8万
件， 其中侵权盗版出版物29.2万件；
立案查处“扫黄打非”案件654起，处
置网络有害信息69725条、关闭网站
165个。成功査办岳阳“4·25”利用网
络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牟利案、衡阳
“8·02” 利用网络传播淫秽色情信
息牟利案等一批大案要案。

今年“扫黄打非”组织5项行动
以网上“扫黄打非”为重点

制图/李雅文

荨荨（上接1版）
在石门县新铺镇千金塌村、岳家

棚村，乌兰走访贫困家庭，详细了解
其生活状况和脱贫举措。“村里有多

少贫困户， 扶贫项目都覆盖了吗，效
益怎么样？”乌兰问得仔细。她叮嘱扶
贫工作队， 要围绕农业产业化出思
路、想办法，确保产业发展、农民增收

可持续。新铺镇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发展土鸡养殖，助力贫困户增收
脱贫，乌兰对此表示肯定，她说，要发
挥好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以产

业的稳健发展， 带动农户持续增收，
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同时要重视非贫
困村贫困人口脱贫工作，以实际成效
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做生意赚了钱的罗志忠真心真意帮奉勇忠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