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总量稳步提高

2014年
27048.5亿元

2015年
29047.2亿元

2016年
31244.7亿元

2017年
34590.6亿元

2018年
36425.78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黄婷婷

1月23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
布会， 省统计局发布2018年湖南经济和
社会发展情况。 经初步核算，2018年，全
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6425.78亿元，同比
增长7.8%，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
点，经济总量再创新高。

“2018年，全省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
区间，发展活力、动力和潜力不断释放，发
展质量明显提高。”省统计局局长、新闻发
言人刘崇斌感慨：成绩来之不易！

有快有慢
一张“稳”字当头的体检表

翻开2018年湖南经济“年报”，有何
样的风采跃入眼帘？

是稻花香里说丰年。2018年，全省农
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 粮食总
产量604.6亿斤， 保持高产； 生猪出栏
5993.7万头，虽略有下降，仍是历史高产
年。

是撸起袖子加油干。2018年，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4%， 增速
较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
业发展喜人， 增加值同比增长11.9%，新
兴工业产品产量迅速提升，电子计算机、
工业机器人、 新能源汽车等都实现成倍
增长。

是商业街巷车水马龙、 生意兴隆。
2018年1至11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11.9%，高出全国平均水
平0.4个百分点；金融市场运行稳健，到12
月末， 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同
比增长4.8%，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
增长14.4%。

“经济运行实现了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刘崇斌说，2018年我省第一、二、三
产业分别实现增加值 3083.59亿元 、
14453.54亿元、18888.65亿元， 分别同比
增长3.5%、7.2%、9.2%。

分季度来看，去年全省4个季度经济
增速分别是8%、7.8%、7.8%、7.8%，显然，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全力保持稳
健前行。

———投资稳定增长。 全省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10%，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4.1个百分点。其中，民间投资增长25.2%，
同比加快10.7个百分点。

———消费平稳升级。 全省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 其中，家
具类、化妆品类等升级型消费增长“一马
当先”；网上购物等新兴消费模式蓬勃发
展， 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
品销售额增长27.1%。

———对外贸易快速增长。 全省进出
口总额同比增长26.5%。其中，出口、进口
分别增长29.5%、21.2%。

有进有退
一份亮点纷呈的成绩单

湖南经济在“长个子”的同时，也在
“塑体型、强体魄”，2018年多项经济指标
创下历史最好成绩， 发展质量效益显著
提升。

———产业结构升级， 服务业增加值
占GDP的比重首次突破了50%。

2018年， 全省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8.5%、39.7%和
51.8%，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55.1%，比第二产业高出14.2个百分点，说
明我省经济结构，从过去的“二三一”转
变为现在的“三二一”，实现了产业结构
性的优化。

全省工业加快迈向中高端， 高加工
度工业、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
增长10.1%、18.3%，依次高于规模工业平
均增速2.7个、10.9个百分点。农业结构更
优化，优质稻谷播种面积扩大，经济作物
种植面积增加， 生猪养殖进一步向大户
集中。

———需求结构优化， 消费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创新高。

2018年， 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15638.26亿元，最终消费支出拉动经
济增长4.4个百分点，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达到了56.9%，比上年明显提高，“稳定
器”和“压舱石”作用愈加凸显。

投资中， 民间投资、 装备制造业投
资、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幅高出平均水
平，投资结构趋优、活力增强。

———绿色发展扎实， 六大高耗能行
业占比首次降至30%以下。

2018年， 我省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5.5%， 增速低于全省工业增

长速度， 占全部规模
工业比重为29.9%，为

历史最低水平。
预计全省可以完成全年万元GDP能

耗下降3%以上的强度目标和能耗增量控
制在500万吨标准煤以内的增量目标。

好成绩因何而来？是省委、省政府坚
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对标高质量发展要
求，带领全省人民奋斗出来的。

坚持问题导向，敢啃“硬骨头”，持续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高质量发展夯
实了基础、腾出了空间、激发了潜能。

清退落后产能壮士断腕。去年，全省
原煤、10种有色金属产量同比分别减产
3.2%、12.5%，钢材产量增幅同比回落6.5
个百分点。

去库存坚定不移。至2018年12月末，
全省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14.6%。其
中，住宅待售面积下降18.9%。

去杠杆稳步推进。到2018年11月末，
我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51.8%，同比降低0.5个百分点。其中，国有
控股企业资产负债率降低2.7个百分点。

降成本多管齐下。去年，全省增值税
增速同比回落3.3个百分点； 前11个月规
模工业企业利息支出同比下降1.9%；规
模服务业企业税负比率同比下降0.3个百
分点。

补短板全力而为。去年，全省农林牧
渔业、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环境投资分别
同比增长27.6%、51.1%、12%，均高于全部
投资增速。

有加有减
一个共享同乐的“大礼包”

财政民生支出超过5000亿元，79.45
万人的城镇新增就业，130多万农村贫困
人口实现脱贫……2018年， 湖南经济社
会发展不仅仅是一组组枯燥的数据，数
据背后的一系列“加法”和“减法”透出浓
浓的人情味。

“负担”在减轻。过去一年，我省企业
减税降负力度空前， 规模工业企业每百
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 规模以上服
务业企业税负比率均呈下降趋势， 企业
增值税、所得税收入增速自去年5月份起
明显回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物

价虽有所上涨，但涨幅比较温和，处于近
年来较低水平。

“获得”在增多。企业质量效益明显
改善，2018年1至11月， 我省规模工业企
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8%；规模服务业
企业盈利面74.9%， 同比提高0.6个百分
点。

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2018年
全省城镇新增就业79.45万人， 同比增加
4.32万人，超过目标任务9.45万人；130.9
万农村贫困人口可实现脱贫，2491个贫
困村脱贫出列；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比上年增长9.3%，达到25241元。

政府民生投入在增长。2018年，全省
财政民生支出5241.52亿元， 占全省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超过七成。其中，教
育支出1189.46亿元、 农林水支出897.05
亿元、扶贫支出269.45亿元、住房保障支
出229.65亿元。圆满完成12件重点民生实
事任务， 包括提质改造农村公路8086公
里，全面完成322个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环
境问题整治，农村危房改造17.84万户，城
镇棚户区改造28.05万套， 消除义务教育
超大班额1.82万个。

“企业效益增长、人民群众幸福感增
强，正是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稳中向
好’的印证。”刘崇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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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湖南人钱花哪儿了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通讯员 魏欣

今天， 省统计局发布2018年湖南省经济和社会发
展情况， 在过去的一年里， 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9.3% ； 同时 ， 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638.26亿元， 同比增长10%。

“钱袋子” 越来越鼓的湖南人， 会赚钱也会花钱。
我省居民都把钱花哪儿了？
老百姓的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 2018年，

我省居民基本生活类商品增长平稳。 2018年， 全省限
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中， 基本生活类商品实
现零售额增长13.4%， 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 其中，
粮油食品类增长18.4%， 日用品类增长18.5%。

湖南人在提升生活品质方面， 花钱毫不手软。
2018年， 在全省限额以上法人单位中， 家具类和化妆
品类等升级型消费分别增长25.1%和13.7%。

随着成品油价格的总体上调， 汽车保有量的不断
增加， 我省成品油零售额也有较快增长。 全省限上法
人企业零售额中， 石油制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5.1%，
比上年加快2.8个百分点。

湖南人“舍得花”， 也“会花”。 2018年， 我省消
费模式不断创新， 网上购物蓬勃发展， 全省限额以上
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销售额增长27.1%。

2019年
湖南如何继续发力

———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答记者问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彭雅惠 通讯员 魏欣

2018年，湖南经济社会发展交出了一份精彩答卷。
“要清醒看到全省经济运行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在1月23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省统计
局相关负责人指出，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新
旧动能转换任务仍然艰巨。

展望新的一年，湖南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应如
何激发潜力？省统计局副局长李绍文、黎雁南分别接受
了记者专访。

记者：我省下一步如何推动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
高质量发展？

李绍文：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是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巩固“三去一降
一补”成果，要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二是着力提升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大力促
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我
省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延伸和拓展；

三是重点培育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以产业链促创
新链，以创新链支撑产业链；

四是推动减税降费政策精准落地，同时要通过出台有
效措施，强化金融业对制造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引导金融
机构信贷进一步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型企业倾斜。

记者 ：2018年 ， 我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638.26亿元，同比增长10%，极大拉动了经济的增长 ，
我省要如何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

黎雁南：消费对于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发挥着“稳
定器”和“压舱石”作用。下一步要巩固我省经济稳中向好
发展态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抓好政策落实。确保政策落地取得实效，同时
结合今年即将出台的刺激汽车、家电消费等政策，努力
拓宽消费领域，满足居民消费意愿；

二是增强消费能力。 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产品的供
给，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老百姓扩大消费的后顾之
忧；同时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加大精准扶贫脱贫力
度，让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

三是改善消费环境。 进一步完善城乡流通网络，加
快发展物流配送和跨境电子商务，促进电子商务线上线
下协同发展。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推进食品安全放
心工程，让老百姓放心消费；

四是提高消费供给能力。适应消费升级趋势，深化供
给侧改革，促进消费品工业转型升级，提高中高端消费品
生产能力，创新消费模式，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消费需求。

� � � �外部环境错综复杂，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面对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过去一年，
全省上下有效应对，成功化解风险挑战，不仅保持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还实现了稳中
有进、稳中向好，向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2018年，湖南经济中流击水争上游

经济结构更优
全省第一、二、三产业占比

为8.5%、39.7%、51.8%，第三产
业占比首次突破50%，比上年提
高2.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达55.1%，比第二
产业高出14.2个百分点。

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
就业稳中有增。 全省城镇新增

就业79.45万人，超过目标任务9.45
万人，同比增加4.32万人。

物价涨幅温和。 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2%，全年波动幅度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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