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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记者 彭雅惠）今天，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发布数据： 前三季
度湖南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7086元，
同比增长10.2%, 比上半年高1.6个百分点；农
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7781元， 同比增长
6.6%,比上半年低1.8个百分点。一“高”一“低”
之间，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由去年同期的
2.1∶1扩大至2.2∶1，城乡消费差距总体呈现
扩大趋势。

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我省城镇居民的消
费意愿和消费能力都明显增强， 人均生活消
费支出增速比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1.7个百

分点，纳入统计的八大类消费全面增长，增幅
均达到4.5%以上。

相比而言，农村居民消费更为谨慎，人均
生活消费支出增速比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低
1.9个百分点，八大类消费中，其他用品和服务
人均支出同比减少3.8%， 日常生活所必需的
食品烟酒、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等人均支出
增幅均维持在2%以下。

从消费额度看，居民在吃、住、教育文化
娱乐方面花销最大，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为此
分别人均支出4967元、3264元、2625元； 农村
居民分别人均支出2053元、1876元、1065元。

从消费增幅看，不论城乡，医疗保健消费
增速均居八大类消费首位， 城乡居民人均支
出分别同比增长24.4%、21.6%。这反映出随着
收入持续增长，全省居民保健意识不断增强。

各类消费中， 我省农村居民交通通信消
费增速达到10.9%， 超过城镇居民消费增速
1.3个百分点。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地区
的农用车、三轮车、摩托车、电动车将升级换
代，农村居民购买交通工具的意愿明显增强，
其中， 人均购买汽车支出202元， 同比增长
23.8%，而城镇居民购买汽车的人均支出同比
下降1.9%。

� � � �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余蓉）
今天，“贯彻发展新理念 转型升级补短
板———资源安全与生态强省” 高端研讨会
在中南大学召开。 此次会议由省委宣传部
组织， 拉开了“贯彻十九大 建设新湖
南———社科品牌‘985’ 建设专家谈打造
‘五个强省’”系列活动的序幕。来自国土资
源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
地质大学、 中南大学以及澳大利亚普华永
道的10多名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参加研
讨会， 探讨新时代复杂环境下国家资源安
全战略，资源的供需与价格趋势，海外资源
项目开发风险与管理等重大问题。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杨丹以
题为《面向新时代的大国资源安全策略》
的报告，拉开了会议的序幕。他分析了新
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特征及其对资
源安全的影响，提出了适应新时代的大国
资源安全战略。随后数名国内外专家分别
作了主旨报告。会议还发布了中南大学王
昶教授团队主持的《中国高技术城市矿产

战略性筛选报告（2017-2050）》，提出随着
风力发电、 电动汽车、 电子技术的高速发
展，全球对锂、钴、稀土等高技术矿产需求
强劲， 而各类产品中的矿产资源日益蓄积
在城市中，将成为高技术矿产的重要来源，
并建议制定重点开发名录， 推动循环利用
体系建设。

当前，我省处于工业化中期，高资源消
耗的制造业仍占较大比重，绿色制造、再制
造等产业需求更加紧迫。 中南大学商学院
姚海琳教授建议， 政府加大力度推进公共
技术平台、公共服务平台的搭建，促进绿色
制造技术创新，吸引更多资本投入，为绿色
制造产业增添活力，有利于建设生态强省。
中南大学商学院许民利教授认为， 建设美
丽湖南， 需要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
用， 大力发展对废旧产品和零部件进行修
复再造的再制造产业，是一个有效途径。他
建议， 我省加大力度引进先进技术和专门
人才，加快服务平台和产业链建设，为产业
发展提供更多的配套措施和政策支持。

前三季度我省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同比增长10.2%和6.6%

医疗保健消费增速居首
保障资源安全 建设生态强省

� � � �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曹娴 ）
2017年第四期质量标杆经验学习交流活
动今天在长沙举行，来自全国省级、市县区
经信部门及企业代表等300余人参加。活
动由工信部科技司主办，湖南省经信委、中
国质量协会承办。

工信部自2012年开展质量标杆活动，
旨在引导工业企业应用先进质量管理方
法，提高质量管理水平。6年来，累计树立标
杆经验205项，举办经验交流活动37场，为
近万家企业提供了现场交流学习的机会，
带动10多个省（区、市）开展了省级“质量
标杆”的遴选、交流活动。

质量标杆活动成效显著。 据中国质量
协会统计， 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应用六西格
玛、 精益管理等先进质量管理方法的比例

由2011年的41.6%提升至2016年的55.1%，
企业的内外部质量损失率由2011年的
2.41%下降至2015年的1.83%。

此次活动以“互联网+应用和质量管
理”为主题。工信部科技司副司长沙南生表
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制造
强国、质量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
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 互联网是提高质量管理水平的金
钥匙， 企业如果能早一日考虑将互联网技
术融合到质量管理体系中， 为质量分析改
进积累数据资源， 就能早一日具备掌握质
量发展的主动权。

据悉，省经信委近年已认定11家省工
业质量标杆企业， 我省有6家企业质量管
理典型经验被认定为“全国质量标杆”。

用好“互联网+” 打造质量标杆
我省6家企业质量管理经验被认定为“全国质量标杆”

� � � �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张晶） 近日， 在海南博鳌举行的
2017中国博鳌企业论坛颁奖典礼上，长沙
先导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先导控
股”）获评“中国年度十大（行业）品牌”。

先导控股是经长沙市人民政府批准，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建的综合性、 多功能
的大型国有独资公司。先导控股实施“一体
两翼”（以引领两型产业发展为主体， 以城
市建设运营和金融控股平台建设为“两
翼”）发展战略，积极推进洋湖生态新城、湖

南金融中心、月亮岛文旅新城、湘江新区综
合交通枢纽等建设，成功投资了大康牧业、
中广天择、 华凯创意等近10家上市企业。
截至目前， 先导控股总资产规模已超600
亿元，发展成为拥有10余家子公司的集团
公司。

先导控股入列“中国年度十大(行业)品牌”
� � � �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记者 王文）长沙
市住建委今天发布消息称，10月17日至20日，
该委联合长沙住房公积金中心开展专项执法
行动，对融创融公馆、中建嘉和城等11家拒绝
使用公积金贷款的楼盘现场下达整改通知
书，责令限期整改，坚决保障公积金缴存职工
的合法权益。

据长沙市住建执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执法行动， 两个部门共派出执法人员54
人次， 执法查处了合能枫丹丽舍、 中建嘉和

城、奥克斯缔壹城、中海国际、湘熙水郡、融创
融公馆等11个楼盘。根据市民投诉反映，上述
楼盘涉嫌违反公积金贷款方面法规行为。执
法调查发现， 其中一些楼盘确实存在直接或
间接拒绝使用公积金贷款、 相关公示不到位
等违反公积金贷款方面法规行为。 执法人员
现场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并将
持续关注该类楼盘的整改情况，随时抽查。对
拒不改正的楼盘，将结合开发商信用管理，实
行严格整治。

该负责人表示， 开发商拒绝购房人使用
公积金贷款是严重违规行为。 房地产开发商
销售商品住房时， 应当充分尊重购房人选择
购房贷款方式的权利， 不得拒绝购房人选择
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 具备住房公积金
贷款资格的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
商品住房时， 房地产开发商不得以任何形式
增加限制条件或附加其他条件， 也不得对选
择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购房人， 在房屋销售价
格上与商业贷款购房存在价格歧视或有价格
差异。

“开发商有义务在取得预售证后向公积
金中心提请公积金贷款资质审查。”长沙住房
公积金中心负责人表示， 只要按照规定备齐
资料，资质审批在3至5个工作日内即可完成。

拒绝购房人使用公积金贷款

长沙11家楼盘被责令限期整改

种田有了
“定心丸”

10月22日， 新宁县
金石镇飞仙桥片区龙兴
桥村9组，正在收割晚稻
的种粮大户刘立佳 (右)
脸上满是笑容。 他说，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
定并长久不变， 第二轮
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让他坚定了大规
模种田的信心。

郑国华 许爱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