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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国家统计局
18日发布数据，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827122亿元，首次突破80万亿元大
关。 按可比价格计算，GDP比上年增长
6.9%，增速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这也
是我国经济年度增速自2011年下行以来
的首次回升。 分季度看， 一季度和二季度
GDP均同比增长6.9%，三季度和四季度均
同比增长6.8%。

“2017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好于预

期，经济活力、动力和潜力不断释放，稳定
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实现了平
稳健康发展。”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

从需求看， 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
上年增长7.2%，增速比上年回落0.9个百分
点。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
10.2%，增速比上年回落0.2个百分点。全年
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14.2%， 扭转了连
续两年下降的局面。 荩荩（下转10版①）

相关报道见16版

� � � � 湖南日报1月18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刘玮 叶飞艳）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
全省人社工作会议了解到，2017年以来，
我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 稳步提高社保
待遇水平，让全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使全体参保人有更多获得感，养老、医疗、
工伤、生育、失业保险5项社保待遇按时足额
发放，全年社保待遇发放突破2000亿元。

其中，连续13年调整提高企业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2017年月人均养老金达
2270元， 调待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
2010年末的1153元相比， 增加1117元。全
省323.9万名退休职工享受了2017年调整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政策， 人均增加
136元。 工伤保险伤残津贴标准与企业退
休人员养老金同步调整。 荩荩（下转2版）

� � � � 湖南日报1月18日讯 （记者 彭雅惠）
2017年湖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03
元，比上年增长9.4%。今天，国家统计局湖
南调查总队发布有关统计调查数据，去年，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948元，
同比增长8.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936元，同比增长8.4%。

数据显示， 省内四大区域居民收入全
部实现较快增长， 长株潭地区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最高， 达到36162元， 同比增长
8.8%；环洞庭湖地区、泛湘南地区人均可
支配收入双双突破2万元；大湘西地区人均
可支配收入最少，只有15674元，但增速最
快，同比增长10.4%。

由于精准扶贫“给力”，全省贫困地区
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升， 去年人均可
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0.7%，达到9268元。

收入增长，消费更旺。2017年，全省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17160元，比上年增长9.0%。按
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3163元，
同比增长8.1%；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11534元，同比增长8.5%。各项消费中，衣食
等生存型支出增幅不大，而居住、医疗保健、
教育文化娱乐等改善型支出提速明显。

去年，全省市场运行及物价保持平稳，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4%，增幅
较上年下降。

农业生产和规模以下工业稳步增长。
全年粮食总产量2984万吨， 同比增产30.9
万吨； 规模以下工业完成总产值2399.2亿
元，同比增长3.3%。

（相关报道见3版）

� � � � 湖南日报1月18日讯（记者 周怀立 通讯
员 李蓉仙 谭帅）茶陵县秩堂镇东首村贫困村
民谭辉身患重病， 医药费自筹部分难筹齐。情
急之下，在村网络管理员帮助下，他通过手机
上网发出了一条求助信息。不久，网名为“鸡
尾”的爱心人士就为其捐款10900元，解了他
的燃眉之急。

给谭辉带来帮助的“网”，就是已经在株洲
市实现全覆盖的由国务院扶贫办主管的“中国
社会扶贫网”。除了“一张网”，该市还拥有一个
社会扶贫联盟、一个产业扶贫投资基金，这3根
支柱为全市脱贫攻坚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去年
底，在第四届国家治理高峰论坛年会上，株洲
市社会扶贫被列入“2017精准扶贫10佳典型
经验”。

2017年，株洲市才开始试点上线“中国社
会扶贫网”，并迅速建立起了市、县、乡、村4级
运行体系，在每个村都配了网络管理员。同时，
还向社会募集36677台手机，免费赠送给贫困
户。在村管理员指导下，贫困户均手机下载“中
国社会扶贫网”APP， 植入株洲社会扶贫微信
公众号，随时接收扶贫政策和信息，也可及时
发送需求信息，争取社会支持。

株洲成立了由429家慈善机构、 行业协
会、商会、爱心企业构成的“社会扶贫联盟”，并
要求联盟成员结合各自的工作特点，尽全力帮
扶贫困户。

此外，株洲市国投集团、城发集团、金融服
务集团出资10亿元， 发起建立了产业扶贫投
资基金，并撬动银行资金20亿元，共调动30亿
元资金推动产业扶贫。 基金首期即安排5000
万元，投资了100个“小而优、见效快”项目。目
前，基金还安排10亿元资金，以“优先股”形式
投资139家省、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带动大批贫困户实现了稳定
增收、稳定脱贫。

� � � � 湖南日报1月18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1月18日， 怀化市22个重点产业项目同时动
工， 各项目工地运土车等车辆来回穿梭，一
片沸腾，拉开了怀化“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
序幕。

落实中央、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怀化
早部署、早行动，将今年定为“产业项目建设
年”。精准对接省里“五个100”，强力推进“五
个10”， 即推进10类重大产业项目、10个以上
重大科技创新项目、10个以上重大产品创新
项目、引进10家以上500强企业、引进10位以
上科技创新高端人才。 全年规划实施重大产
业项目222个，完成投资300亿元。

走马五溪大地， 记者感受到怀化市推进
产业项目建设、振兴实体经济的浓厚氛围。怀
化高新区把项目调度会搬进热火朝天的项目
工地，连日来，园区主要负责人带领中层以上
干部深入水汽能生态物联产业集群等21个在
建项目工地， 针对存在的问题， 逐一把脉问
诊，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在怀化经开
区办公楼，只有少数人在办公室，大部分人员
下到了16个项目工地。据介绍，怀化经开区今
年实行项目管理改革，推行“一个项目、一名
领导、一套班子、一张进度考核表”的工作方
法，并进一步完善全员聘用、绩效考核和绩效
工资制， 调动了园区干部职工大抓项目的积
极性。

怀化市还精准对接省里20个工业新兴优
势产业链，确定了加快培育电子信息、新能源
和新能源汽车、新材料、轨道交通配套、大数
据等新兴工业产业。并以园区为载体，以重点
企业为龙头，有针对性地建链、补链、强链。辰
溪工业集中区以润沅新材料为龙头， 引进上
下游产品相关企业入驻， 目前正大规模进行
厂房建设， 今年将新上全套锂电子湿法隔膜
生产线、全套锂离子涂覆生产线1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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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总量
首次突破80万亿元大关

收入涨 消费增 物价稳

去年湖南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23103元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万元

去年我省社保待遇发放突破2000亿元
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保险5项社保待遇按时足额发放

怀化 株洲

杭瑞洞庭大桥即将通车
1月18日，岳阳杭瑞洞庭大桥，施工人员在拆除施工设备。目前，杭瑞（杭州至瑞丽）高速公路洞庭大桥进入附属设施施工收尾阶段，预计本月

底将建成通车。届时，杭瑞高速在湖南境内的两段大岳高速、岳常高速将实现对接，江西经岳阳往湘西北方向车辆可实现全程高速直达。该大桥全
长23.118公里,其中主桥长2.39公里，桥面宽度33.5米，双向六车道。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邓晶琎 摄影报道

新华社记者 邹云 阳建 张玉洁

“在开放中创新、在创新中开放 ,把创
新和开放作为湖南发展的车之两轮、 鸟之
两翼。”2016年11月，湖南省第十一次党代
会确立了“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这是
湖南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把握“一带一部”
定位、担当中部崛起引擎的主动作为,也是
基于“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创新传统和
基础、 借鉴发达地区经验弥补内陆开放短
板的客观选择。

辞旧迎新,三湘大地焕发生机。过去的
2017年,湖南省针对“创新引领”和“开放崛
起”精准发力,经济运行展现了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稳中趋优的良好“气质”,预计全
年GDP增长8%。当中,创新力量在蓄积、开
放水平在提升,犹如“双引擎”一般,驱动湖
南经济迈向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抓源泉 创新引领增长
“2017年营收增长近一倍,效益增长超

一倍。”两年前还是亏损的湖南工程机械巨
头山河智能, 如今已实现了从止损到盈利
的“逆袭”。“先导式创新模式让我们摆脱了
下行调整周期。”公司总经理夏志宏说。

用于冶炼炉的推料车, 仅两个月就完
成产品研发到交付； 节能高效的混合动力
挖掘机可省油20%以上……在全球工程机
械行业深度调整期, 山河智能依靠深厚的
技术积淀和创新意识, 根据客户需求研发

“短平快”产品,有效对冲了传统产品的萎
缩。

创新,从来就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支
撑产业繁荣的永恒动力。对“先天”不占优
的湖南而言, 创新是改变发展命运的希望
所在。

划出全省科技创新重点明确责任分
工, 部署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行动计划,设
立联合基金确保科技资金使用更加聚焦、
协同、高效,率先全国设立创新奖以让“全
面创新”理念深入人心,实施长株潭自主创
新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2017年湖南
举全省之力抓创新。

深知企业是创新的主体, 湖南加快建
立以企业为主的技术创新体系。“制造强
省” 资金每年优先支持30项关键技术攻
关、100项重点新产品开发、100项目重点
专利技术转化。首次实施52个创新创业技
术投资项目 , 以1.5亿元财政资金撬动了
38.6亿元社会资金。 荩荩（下转10版②）

湖南：创新与开放
驱动经济高质量增长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张斌
通讯员 万检新 向富利

1月17日， 炎陵县监委正式挂牌成立。至
此，全省14个市州、122个县（市、区）监委全部
挂牌，开启反腐新征程。

争分夺秒， 蹄疾步稳。2017年12月11日，
全省首个县级监委洪江市监委挂牌后， 仅仅
38天，县市两级监委全部挂牌运行。全省监察
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一盘棋”推进，“一张图”

施工，“一股劲”开局，一刻不停歇地推进反腐
败斗争。

精准对标中央，挂图施工
在全国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是

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2017年11月11日， 一场动员部署电视电

话会议在山西太原召开， 吹响了全国全面推
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号角。

荩荩（下转4版）

开启反腐新征程
———写在市县两级监委全部挂牌运行之际

把制度优势转化成治理效能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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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3948元，同比增长8.5%

12936元，同比增长8.4%

2017年湖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03元

比上年增长9.4%

制图/周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