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彭雅惠

7月19日， 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
闻通报会上， 省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湖
南经济形势， 全省实现GDP15275.51亿
元， 同比增长7.6%。

省统计局副巡视员、 新闻发言人黎
雁南在通报会上称， 今年以来， 省委、
省政府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在努
力扩大需求的同时，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 经济运行呈现出稳中向好、
加快转型升级的良好态势。

协调发展态势稳
“上半年， 湖南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稳定性增强。” 黎雁南表示， 关键指标包
括经济增速、 就业、 物价、 税收、 民生
等。

经济增速平稳。 上半年， 我省经济
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 同比增长7.6%，
比一季度高0.2个百分点， 最近六个季度
均保持在7.3%以上的水平。

就业形势稳定。 上半年， 全省城镇
新增就业42.41万人，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的60.6%； 失业人员再就业18.09万人，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60.3%； 就业困难人
员再就业6.85万人，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的68.5%。

物价涨幅趋稳。 上半年， 全
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5% ，
比一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 房地
产新政在抑制投资性购房、 稳定房价方
面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全省商品房屋销
售均价 5042.3元 /平方米， 同比增长
7.6%， 涨幅比一季度回落1.4个百分点，
其中长沙市涨幅较一季度回落3.8个百
分点。

财税质量稳步提升。 上半年， 全省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448.66亿元， 同口径
增长6.2%； 地方收入1524.61亿元， 同口
径增长6.5%， 其中， 税收收入同口径增
长10.2%， 非税收入占比43.6%， 比一季
度降低2.9个百分点。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3707.03亿元， 同比增长22.5%， 比
上年同期加快4.6个百分点。

人民生活持续改善。 上半年， 我省
财政用于民生的支出2704.37亿元， 同
比增长25.3%， 较上年同期明显加快，
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也快2.8个百
分点。 其中教育、 城乡社区、 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增长迅速。 在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中， 民生投资同比增长23.1%，
比全省投资增幅高10.7个百分点。 居民
收入实现同步增长，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8.3%， 比一季度
提高0.1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同比增长8.2%， 比一季度提高
0.1个百分点。

转型升级成效好
经济稳增长的同时， 质量显著提高，

转型升级成效好。 黎雁南说， 主要表现
在以下五个方面。

结构在改革中优化。 上半年， 我省
供需结构进一步优化， 煤炭、 生铁、 十
种有色金属、 水泥等落后过剩产能加速
淘汰， 高耗能行业比重同比下降0.4个百
分点， 而效益较高的制造业比重同比提
升0.4个百分点， 其中高加工度工业比重
同比提升0.9个百分点。 企业效益有所提
升， 规模以上工业、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
业盈利能力增强， 社会资源向科技含量
更高的产品和服务集中， 推动产业向中
高端迈进。 服务业主导经济增长的特征
更加明显， 不仅服务业发展增速明显快
于农业、 工业， 第三产业占经济的比重
也同比提高0.5个百分点， 达到50.2%。

需求在升级中扩大。 上半年， 全省
投资、 消费、 外贸均表现“不俗”。 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4%， 主要受民间投
资意愿增强、 工业投资趋稳回升、 房地
产投资大幅回升的拉动。 尽管汽车等消
费热点有所降温， 但教育、 文化创意、

体育娱乐等新兴消费保持较旺势头， 服
务型消费需求日益增长， 旅客运输及邮

电业务均实现较快增
长。 外贸呈现快速复
苏势头， 为全省开放
崛起注入强劲动力。

动能在转换中增
强。 我省加快创新驱
动步伐 ， 一批新 业

态、 新技术、 新产业脱颖而出， 成为
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特别是互联
网经济发展迅速， 规模以上服务业中，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迅速。 电子商务保
持良好发展势头， 带动全省快递业务量
同比增长23.5%。 高加工度工业和高技术
产业增加值增速快于全部规模工业， 规
模以上科技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也呈加

快态势。 全省新能源发电量增长较快，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视等顺应消费升级
趋势的产品保持快速增长。

企业盈利在调整中好转。 1至5月，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
长19.5%， 同比加快14个百分点； 规模以
上服务业企业营业利润同比增长5.1%，
比1至4月提高2.8个百分点， 企业盈利面
为70.2%， 同比提高4.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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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经济运行怎么看？ 省统计局解读———

协调发展态势稳 转型升级成效好
经济运行向好因素
不断累积

———省统计局副巡视员、
新闻发言人黎雁南答记者问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张尚武

上半年， 湖南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
明显变化， 比如连续低迷的投资开始企稳
回升， 房地产调控政策开始发挥作用， 持
续火爆的消费出现增速回落等等。

如何看待这些变化？ 这些变化将带来
怎样的影响？ 在7月19日省政府新闻办举
行的新闻通报会上， 省统计局副巡视员、
新闻发言人黎雁南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
透过经济运行的诸多变化， 可见向好因素
不断累积。

记者： 进入五六月份， 我省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回升， 主要原因是什么？ 投资结
构有何变化？

黎雁南： 上半年，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12.4%， 增速比1至4月和1至5月
分别回升0.2个和0.1个百分点。 主要受三
方面因素拉动： 一是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11.5%， 同比加快8.8个百分点， 这是自
2016年2月份以来首次实现两位数增长；
二是工业投资同比增长5.0%， 较1至5月加
快2.1个百分点， 工业技术改造投资止跌回
升； 三是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14.7%， 同
比加快6.9个百分点， 比一季度加快10.2个
百分点。

投资内部结构也持续优化。 细看各类
投资增速， 服务业投资增长较快， 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高新技术
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增长迅猛； 民
生和社会事业等领域投资明显增加。

记者 ： 我省消费增速比去年同期回
落， 其主要原因何在？

黎雁南： 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速比上年同期低0.4个百分点。 但
我们应看到， 消费市场整体平稳增长的态
势没有变。

增速略有回落， 受三大因素影响： 一
是限额以上单位数量减少。 受电商冲击等
影响， 我省部分贸易企业经营困难破产，
退出限上单位统计范围， 上半年净减少83
家企业。 二是重点农产品价格走低。 肉、
蛋等消费品持续降价， 导致全省相关行业
零售额增幅放缓。 三是汽车类销售增速放
缓。 今年小排量汽车购置优惠政策力度减
弱， 加上市民购车需求已集中释放， 汽车
销售明显放缓。

记者： “四限” 等房地产调控政策落
地后产生了哪些作用？

黎雁南： 房地产新政在抑制投资性购
房、 稳定房价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上半年， 全省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
比增长14.8%， 增速较一季度回落10.9个
百分点。 剔除长沙影响， 其他13个市州销
售面积同比增长28.7%， 去化效果明显。
长沙楼市销量则从4月份开始由增转降，
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0.3%，
增速较一季度回落18个百分点。

同时， 全省商品房销售均价涨幅趋于
回落， 上半年均价5042.3元/平方米， 同

比增长7.6%， 涨幅比一季度回落1.4个
百分点。 其中， 长沙市商品房销售

均价涨幅较一季度回落3.8个百分
点。

� � � � 落后产能有清退 。 全省煤炭 、生
铁、十种有色金属、水泥同比分别减产
29.5%、4.2%、8.7%和3.6%。

去库存有成效。 截至6月底，全省
商品房待售面积已连续16个月减少 ，
降 至 2383.5 万 平 方 米 ， 同 比 下 降
28.8%。

� � � �第一产业增加值1278.99
亿元，同比增长2.8%。

第二产业增加值6325.95
亿元，同比增长6.6%。

第三产业增加值7670.57
亿元，同比增长9.5%。

� � � �投资：全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2385.12亿元，同比增长12.4%。

消费：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同比增长11%，消费升级趋势明
显。

出口： 全省实现进
出口总额1006.79亿元，
同比增长67.5%。

� � � �财政收入保持增长。 上半年，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448.66
亿元， 同口径增长6.2%。

财政支出增长加快 。
全省一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3707.03亿元 ， 同比增
长22.5%。

� � � �新业态来势强劲。1至5月，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54.9%。

新技术应用看好。 上半年，
全省高加工度工业和高技术产

业同比增长12.7%和13.7%。

� � � �城镇就业持续向好。 全省实现
城镇新增就业42.41万人 ， 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的60.6%。

居民收入稳步提升。 全省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55元 ， 同
比增长8.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6018元， 同比增长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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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荨荨（上接1版）
二是需求增长比较稳定。 全省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12385.12亿元， 同比增长
12.4%；尤其是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1.5%，
呈现加快势头；消费持续升级，全省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1%，旅游、文

化、 娱乐等消费增长较快； 外贸快速增
长， 全省实现进出口总额1006.79亿元，
同比增长67.5%，增速居全国第3位。

据通报， 上半年， 湖南经济加快转
型升级。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 全

省落后产能有清退， 去库存有成效， 去
杠杆有进展， 降成本有突破， 短板领域
有增强， 企业效益有回升。 新兴动能加
速培育，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 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网购快递业等新业态
来势强劲； 高加工度工业和高技术制造

业加快壮大， 新技术应用带动产业向中
高端迈进。

上半年，全省财政收支持续增长。 全
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448.66亿元，同口
径增长6.2%。 地方收入1524.61亿元，同
口径增长6.5%。全省财政支出增长加快，
用于民生的支出增幅高于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增幅。 全省实现城镇新增就业42.41
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60.6%。

� � � � 上半年，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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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7月17日， 燕京啤酒 （衡阳） 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 工作人员正在检验即将下线的啤酒。 进入夏季，
啤酒需求量急剧上升， 燕京啤酒 （衡阳） 有限公司
全力开足生产线， 每天供货量达600吨， 供应湘南市
场。 刘晓飞 摄

� � � � 7月8日， 岳阳城陵矶国际集装箱码头一派繁忙景象。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上半年湖南GDP同比增长7.6%

一图读懂
湖南半年经济运行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