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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 关于2018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2018年，全省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
向好的发展态势。 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8%，达到3.64万亿元，各项约束性指标全面
完成，高质量发展的特征日趋明显。

1.着力抓产业、稳内需，实体经济发展动能
不断提升。“五个100”累计完成投资1300亿元
以上， 引进114家500强企业产业投资项目177
个。 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成倍增长，软件信
息、移动互联网等增速超过20%，规模工业、服
务业分别增长7.4%和9.2%。 全年粮食总产604.6
亿斤。 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最
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6.9%。

2.着力防风险、补短板，三大攻坚战取得积极
进展。 全省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全年实现
130.9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易地扶贫搬迁28万人
年度建设任务全面完成。 市州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5.4%； 全省地表水水质总
体为优，预计万元GDP能耗下降3%以上。

3.着力强创新、优供给，经济结构调整迈
出新步伐。 创新型省份正式获批，全年研发经
费投入占比达1.94%。 高新技术产业增长
14%。 化解煤炭产能600万吨，查处涉“地条
钢”企业12家，洞庭湖区造纸企业制浆产能全
部退出。华菱集团市场化债转股项目获批。为
实体经济企业减负超过900亿元。税收占比提
高4.7个百分点。 工业投资和高新技术产业投
资分别增长32.4%和51.1%。

4.着力促改革、扩开放，经济内生发展动

力持续增强。 企业开办平均时间压缩至8.5个
工作日以内，全省营商环境大幅改善。 国企国
资、农业农村、财税金融、投融资、价格等重点
领域改革持续加力。 进出口总额突破3000亿
元， 增长26.5%， 实际利用内外资分别增长
17.7%、11.9%。 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 长沙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获批。 中
国—非洲经贸博览会落户湖南。

5.着力办实事、惠民生，人民生活水平稳步
提高。 财政民生支出占比达70.1%。 城镇新增就
业79.5万人，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9.3%，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 12件重点民生实
事圆满完成。 改造农村危房17.8万户、城镇棚户
区28.1万套，开工建设29所“芙蓉学校”，基本消
除超大班额。 全省生产经营性安全事故起数和
死亡人数“双下降”，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二、 关于2019年经济社会发
展环境

受多重因素影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国
际经贸环境风险上升，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省内经济平稳运行困难增多，发展环境可
能更趋严峻复杂。 但从长远和趋势来看，我省
经济发展健康稳定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支撑
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条件没有改变， 长期
稳定向好的总体态势没有改变， 保持经济平
稳健康发展的有利条件依然较多。 一是国家
宏观政策更加明朗。 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
效，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 二是省内发展
面临重大机遇。 特别是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获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启动，

高水平承接产业转移大有可为。 三是经济增
长具有较好支撑。 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
蓬勃发展， 基础设施薄弱环节项目建设有望
提速，一批扩消费政策有望集中出台。

三、 关于2019年经济社会发
展主要预期目标和任务

2019年的主要预期目标是：GDP增长
7.5%—8%，服务业增长9%左右，规模工业增
长7%，投资增长10%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10%左右，进出口增长15%，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长4%左右。 R&D经费支出占
GDP比重达到2.2%，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
长14%左右。 常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提
高1.5和2个百分点左右。 能源消费增量550万
吨标准煤以内， 完成国家下达的污染物减排
任务。 实际利用外资增长10%。 全体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 居民消费价格
涨幅3%左右，新增城镇就业70万人，城镇调查
失业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在5%左右和
4.5%左右，农村贫困人口减少60万人以上。

为实现上述目标，要重点抓好以下9项工
作。

1.加力推动产业发展，全面提升经济综合
实力。 继续实施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持续推
进“五个100”，力争新增规模工业企业1000
家以上，打造“135”工程升级版。 加快建设制
造强省，打造工程机械、电子信息等世界级、
国家级产业集群， 创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国
家级示范区。 持续推进服务业“双百”工程和
示范集聚区提升工程， 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

代服务业融合发展。
2.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筑牢高质量发展基

础。 推动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深入开展非法金
融活动风险专项整治， 坚决把房价稳定在合理
水平。 加大对武陵山、罗霄山片区等贫困地区倾
斜支持， 确保全年19个贫困县脱贫摘帽，718个
贫困村脱贫出列。 持续推进湘江保护和治理“一
号重点工程”，实施《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规
划》，推进长株潭及传输通道城市大气污染联防
联控、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治理。

3.深入推进创新开放，加快培育增长新动
能。 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继续实施全社会研
发经费投入三年行动计划，争取国家“科技创
新2030”重大项目在湘布局，积极创建长株潭
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 深入实施“五大开
放行动”，大力推进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建设， 全面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
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进口岸提效降费，
争取设立湖南自贸试验区。

4.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充分激发市场活
力。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巩固“三去
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
业链水平，畅通经济循环。 强化高质量发展顶
层设计， 加快形成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
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
价、政绩考核办法。 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
实现“最多跑一次”省市县乡村全覆盖。 积极
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加快构建覆盖全
省的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 进一步降低国有
景区门票价格。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5.营造更好环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落

实中央新一轮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建立降低小
微企业融资担保成本的补偿机制，鼓励银行加大
信贷投放。切实保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集中整
治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违约拖欠民营企业款项
行为，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和经常
性规范化政企沟通机制。 落实支持民间投资政策
措施，力争民间投资占比达60%以上，建立全省吸
引民间投资重点领域项目库。

6.积极释放内需潜力，着力壮大省内市场。
放宽文化、体育、健康、养老等领域市场准入。 全
力推进5G商用部署，积极培育网络消费、智能消
费、时尚消费等新热点。 围绕交通能源、农业农
村、生态民生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补短板重大
项目落地，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

7.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 加快编制乡村振兴专项规划和地
方规划，创建一批乡村振兴示范区。 实施农业

“百千万”工程和“六大强农”行动，新建高标
准农田364万亩，稳定粮食生产。 抓好整县推
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试点，实施“互联
网+现代农业”行动。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计划，继续实施农村“厕所革命”。 完
善农业农村体制机制。 实施促进农民收入持
续较快增长三年行动方案。

8.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拓展经济发展新空
间。 以“三干两轨”为重点，提升长株潭“半小
时经济圈”。 支持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深度融入
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 支持
湘南湘西地区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更高水平承
接产业转移。 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的倾斜支
持。 创建一批特色产业小镇。 推进“城市双
修”，抓好城中村和老旧小区改造。

9.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力提高民生保障
水平。 强化就业培训和政策帮扶，加强对美贸易
企业和农民工返乡回流等监测， 持续整顿改善
人力资源市场。 交付使用一批“芙蓉学校”，新开
工建设12所； 实现所有县市二甲公立医院全覆
盖，基本消除村卫生室“空白村”；完善社会救助
体系； 继续实施城镇棚户区改造和农村危房改
造；统筹文化、体育等各项事业发展。

� � � � 一、2018年全省和省级预算
执行情况

2018年， 全省各级各部门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各项决议，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深入实施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
扎实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着力保障
和改善民生，全省经济财政运行总体平稳，预
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 高质量发展迈出实质
性步伐。

1.一般公共预算
省级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收入514.3亿元，

比预算超收12.6亿元， 增长6.9%， 高于年初
6.5%以上的预期增幅；加上中央补助、市县上
解、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调入资金、上年
结转， 可安排使用的收入合计5389.1亿元。省
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51.2亿元， 加上上解中
央、补助市县、一般债务还本、一般债券转贷
市县、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结转下年，共
支出合计5389.1亿元，收支平衡。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收入2860.7亿元，
增长3.7%；加上中央补助、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
入、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资金、上年结
转，可安排使用的收入合计8645.3亿元。全省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7479.2亿元，加上上解中央、一
般债务还本、 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结转下
年，支出合计8645.3亿元，收支平衡。

收入预算执行情况：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总收入4843亿元中，税收收入3941.9亿元，增
长10.5%，较上年下降4.4个百分点；非税收入
901.1亿元， 下降9.8% ， 占地方收入比重
31.5%，较2017年下降4.7个百分点。收入质量
改善取得阶段性进展。

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7479.2亿元，增长8.9%，较上年提高0.5个

百分点。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820.3亿元， 增长
9.8%；教育支出1189.5亿元，增长6.7%；科学
技术支出129.7亿元，增长41.9%；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1106.5亿元，增长8.7%；卫生健康支
出631.7亿元，增长7.8%；节能环保支出194亿
元，增长11.9%；城乡社区支出820.5亿元，增
长14.5%；农林水支出897亿元，增长14.6%，其
中，扶贫支出269.5亿元，增长89.1%。

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执行情况：2018年，
中央继续加大对我省支持， 共下达各类补助
3492.7亿元，增长6.1%。一是税收返还309.3亿
元，与上年持平。二是一般性转移支付2142.1
亿元，增长9.2%。三是专项转移支付1041.3亿
元，增长2.1%。共补助市县3470.3亿元，加上
转贷市县新增债券590.7亿元， 增长8.9%，有
效缓解了市县财政困难。 一是税收返还225.4
亿元， 与上年持平。 二是一般性转移支付
2038.4亿元， 增长 10.8% ， 占转移支付的
62.8%，占比首次提高到60%以上。三是专项
转移支付1206.5亿元，下降1.8%。

2.政府性基金预算
2018年， 全省收入2229.8亿元， 中央补助

37.6亿元， 专项债务收入896.8亿元， 上年结转
229亿元， 收入合计3393.2亿元； 支出合计
3393.2亿元。省级收入159.2亿元，加上中央补助
和市县上解、专项债务收入、上年结转，收入合
计1128.5亿元；支出合计1128.5亿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18年， 全省收入34.6亿元， 加上中央补

助、上年结转，收入合计49.7亿元；支出合计49.7
亿元。省级收入3.8亿元，加上中央补助、上年结
转，收入合计14.1亿元；支出合计14.1亿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18年，全省收入2866.1亿元，支出2485

亿元， 年末滚存结余2563.3亿元。 省级收入
450亿元，支出371.9亿元，年末滚存结余584

亿元。
5.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18年， 中央核定我省政府债务限额

8727.3亿元，全省发行新增债券834.2亿元。截至
2018年8月， 我省累计发行置换债券6168.38亿
元，置换工作全面完成。初步统计，截至2018年
底全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8708.2亿元， 控制在
中央核定的债务限额8727.3亿元以内。

二、2019年省级预算草案
2019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 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实施更加积极的财
政政策和更加全面的预算绩效管理， 着力支
持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全力保障打好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 精准脱贫、 污染防治三大攻坚
战，深入实施“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加力推
进基础设施补短板、民生保障兜底线，统筹做
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
作，进一步支持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
资、稳投资、稳预期，不断增进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提供坚实保障。

主要支出政策如下：
教育方面。继续实施省属高校“十三五”

基建规划。加力推进芙蓉学校建设，改善贫困
地区办学条件。支持市县加力化解大班额。建
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启动银
龄讲学计划。支持教育信息化2.0试点。

科技方面。将高校、科研院所纳入研发后
补助支持范围。提高科学技术奖励标准。与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设立区域创新发展联
合基金。 支持创建国家生物种业技术创新中
心。建立绩效导向的奖补制度。支持岳麓山国
家大学科技城建设。 大力推进军民融合产业
发展。支持办好“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

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 提高城乡低保指
导标准及救助水平。 加大困难退役军人救助
力度。改善基层敬老院等民政基础设施条件。
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 加大就业补助
投入力度。

卫生健康方面。 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
标准预计达到每人每年520元。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财政补助标准预计达到每人每年60元。
实现县级二甲公立医院全覆盖。 继续免费定
向培养乡镇卫生院本土化人才。 提高计划生
育家庭特扶奖扶、手术并发症人员补助标准。

文体旅游方面。 支持市县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达标建设； 支持省重点文化体育工
程建设和开放运行； 支持马栏山视频文创产
业园加快建设， 继续在中央电视台投放湖南
旅游形象广告；支持建设“锦绣潇湘”全域旅
游基地。

污染防治方面。 切实改善重点区域生态
环境。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和城
镇黑臭水体整治“歼灭战”。以农村户用厕所
新建改造为重点， 大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计划。 提升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
力。 对自然保护区外其他保护区探矿权采矿
权退出给予经济补偿。

精准脱贫方面。 确保省级扶贫资金投入
增幅不低于中央补助增幅。 资金分配向
深度贫困地区倾斜， 支持所有贫困县
2019年全部脱贫摘帽。 支持建完自然村
通水泥（沥青）路。建立贫困县整合使用
涉农资金长效机制。

农林水方面。 支持实施“三个百千
万”工程和“六大强农”行动。支持长株潭
地区种植结构调整及休耕治理。 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 加快农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椒花水库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推
进农业保险提标扩面。

经济发展方面。 及时足额兑现新设金融
机构、直接融资补助等政策。完善贫困县园区
工业企业“财银保”政策，支持贫困地区强产
业、稳就业。做大做强跨境电商产业，新开通
一批国际客货运航线。 全力办好中国———非
洲经贸博览会。 支持处置省属国有“僵尸企
业”，完成省属国企“三供一业”分离。支持推
进“双随机、一公开”“最多跑一次”等改革。

省级基建投资方面。 省级基建投资专项
新增2亿元，规模达到20亿元，资金安排进一
步聚焦落实中央和省重大部署和规划， 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收入预计及支出安排：
一般公共预算：2019年省级和全省一般公

共预算地方收入按增长4%左右安排。据此，省级
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收入预计为516.2亿元。全省
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收入预计为2975.1亿元。

省级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收入516.2亿元，
加上中央补助、市县上解等，收入合计3954.7
亿元；省本级支出安排724.1亿元，加上上解中
央、补助市县等，支出合计3954.7亿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 省级收入安排174.5亿
元， 加上中央补助和市县上解、 专项债务收
入、上年结转，收入合计469.7亿元；支出合计
469.7亿元。全省收入安排2346亿元，加上中央
补助、 专项债务收入、 上年结转， 收入合计
2924.2亿元；支出合计2924.2亿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省级收入安排11.7亿元，
加上中央补助，收入合计14.1亿元；支出合计14.1
亿元。全省收入安排29.2亿元，加上中央补助、上
年结转，收入合计36.3亿元；支出合计36.3亿元。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省级收入安排504亿
元，支出安排404.5亿元，年末滚存结余683.5
亿元。 全省收入安排2875.8亿元， 支出安排
2644.3亿元，年末滚存结余2794.9亿元。

关于湖南省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2019年计划草案的报告（摘登）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胡伟林

关于湖南省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9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摘登）

湖南省财政厅厅长 石建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