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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邓晶琎

在今年前11个月，湖南发运货物超过20亿吨，完成客
运量近10亿人；旅游接待总人数超过6000万人次；银联网
络交易总金额高达16718.96亿元，相当于湖南人一天消费就

“刷”掉50亿元……
这组数据是湖南经济内生动力强劲的缩影。今年来，面

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湖南经济无惧风雨，走势稳健，
展现出强大韧性。省统计局发布数据，前三季度，全省GDP
总量达 27981.2 亿元，位居全国第八；GDP 同比增长 7.8%，
增速居全国第六。

面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湖南经济为什么能保持主要指
标稳中有进？哪些要素为GDP增长提供了主要支撑？推动经
济“奔跑”的动力来自哪里？未来发展后劲如何？

10月19日，岳阳城陵矶国际集
装箱码头里整装待发的集装箱。今
年来，岳阳城陵矶口岸高起点布局
推进航运物流发展，加快打造长江
中游地区江海联运重点中转枢纽港
口。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摄

一入夜，长沙大大小小的商业街巷人声鼎
沸。

在太平街，涌动的人潮中，湘派臭豆腐第
三代嫡系传承人董顺桃的臭豆腐店门口天天都
排长龙，“一晚可以卖一万多片。”董顺桃说，
这条街上的商家经常做生意到凌晨。

假日消费更加火爆。今年国庆假期，超级
文和友海信广场店单日排出了 2 万个等候号。
在餐饮、娱乐、夜经济等刺激下，我省7天实
现416.98亿元文旅消费收入，省商务厅重点监
测的587家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比去年同期
增长约10%。

线上交易同样“给力”。11 月京东“好物
节”期间，我省累计下单金额同比涨幅居全国
第九；天猫“双11”活动，湖南交易额在全国
省份中排第十一位。

今年来，我省消费市场稳中有升，增速全
国领先。前10个月，全省累计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13828.04亿元，同比增长10.1%。

湖南GDP实现稳健增长，消费立下汗马功
劳。

“消费对湖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
50%。”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经济环境不

确定性因素增加背景下，我省提档升级吃穿用、
住房、汽车等实物消费，提质扩容教育、旅游、文
化、体育、健康、信息等服务消费，提速发展网络、
定制、智能等新兴消费，积极推行绿色、循环、共
享消费，增强了消费拉动力，真正发挥了消费对
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作用。

作为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投资
正朝结构优化、效益提升转变。

4月8日，在我省召开的推进城乡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现场会上，省委书记杜家毫掷地有声
地说：越是困难，越要加大投资；但是投资的
模式、投资的理念一定要转变。

省委、省政府精心部署，今年我省投资更
加注重绩效，把主要资金投入重点产业建设和
智能制造领域的补链、强链项目。

今年全省继续实施“产业项目建设年”，引
导更多金融活水投入到重大产业、重大项目上
来，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前10个月，全省产业
项目建设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19.5%；民间投资
同比增长1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6个百分
点。

今年来，2019 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
中非经贸博览会、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

造产业博览会、中国 （长沙） 网络安全·智能
制造大会等一批开放平台落户湖南，吸引了全
球投资者的目光，更多高质量签约项目加速落
地，投资增长新动能加快汇聚。

前 10 个 月 ， 全 省 工 业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18.1%，其中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33.2%。

“稳投资”不断加码，前10月，我省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10.1%，增速居全国第四。

长期以来，我省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
消费双轮驱动，而今年，进出口逆势“飘红”，
带给湖南经济巨大惊喜。

工程机械等优势产业、鞋服箱包等传统产
品、钢铁等大宗产品出口全部实现大幅增长，
起到了稳外贸的“稳定器”作用；跨境电商综
合试验区、外贸供应链平台企业、平行汽车进
口、市场采购贸易等新平台、新业态全面发
力，成为拉动外贸提速增长的新引擎；开放意
识大幅提升，开放本领不断增强，开放举措频
频出台，为外贸发展提供了充足后劲。

今年 1 至 11 月，湖南省进出口总值 3923.5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3%，连续36个月保持
在 20%以上。前 10 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
3549.1亿元，同比增长50.1%，增速居全国第一。

12 月 6 日，岳阳城陵矶新港区，厂房林
立，生产一派繁忙。

省委书记杜家毫、省长许达哲，率领参加
全省产业项目建设推进现场观摩会的全体人
员，在这里切身感受热火朝天、只争朝夕的场
景。

这已是湖南连续第三年举行这样全省性、
高规格的产业项目观摩和推进会。而今年频次
加密，8个月内举行了3次。

在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的带动下，全省上
下振兴实体经济持续升温，增长动能澎湃。

前三季度，全省引进77家“500强”产业
项目107个，蓝思智能机器人、新金宝等重大
项目建成投产。

自2017年我省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以
来，“5个100”已累计完成投资2600亿元，新
增产值1670亿元。

产业强湘，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了
牢固的“基石”，以智能制造为方向的产业转型

升级呈“井喷”式发展。
上半年，全省企业申报参与省级智能化改

造认定项目达153个，同比增长72%；11月底
举行的湖南 （长沙） 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会，
营造出的强大“磁场”，吸引全球相关企业来湘
落户。

德国舍弗勒集团入湘打造智能驾驶汽车产
业生态系统，百度自动驾驶出租车在长沙开启
试运营……

在全国制造业增速放缓的压力下，湖南制
造一路逆势上扬。工程机械、先进轨道交通装
备、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新材料等20条工业
新兴优势产业链不断强链、延链、补链，规模
以上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比提高 6.0 个
百分点，达到40.1%。

各方充分利用减税降费、金融杠杆等政策
手段“输血”实体经济，省内营商环境持续优
化，进一步激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今年以来，我省推出简政减权、减负减

税、省立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清零”等系列政策。前三季度，全省新增减税
降费约390亿元，商事制度改革实现“37证合
一”。截至11月底，“一件事一次办”总办件量
超过1100万件，办理时间缩减80%以上。

长沙县、浏阳市、醴陵市、宁乡市、邵东
市等5县市入围2019全国营商环境百强县。

随着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企业效益显著提
升。前10月，全省规模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
增长 3.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6.2 个百分点；
规模以上服务业大类行业盈利面为 91.2%，同
比提高5.9个百分点。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前
11 个月新登记注册企业 18.18 万户，同比增长
9.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区
域发展战略实施，我省抢抓重大发展机遇，把
政策优势转为发展优势。全球创新资源加快在
湖南转化落地，发展新兴产业集群的空间更为
广阔。

“三驾马车”齐发力——消费、投资、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增长动能强劲——产业项目建设持续升温，智能制造风生水起，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发展后劲夯实——头部城市强势崛起，区域协调发展加速，湖南GDP成色更绿

年度盘点·湖南亮点

一、 一、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前三季度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27981.2亿元，同比增长 7.8%。
增速全国第六。

第一产业增加值 2131.98亿
元，增长3.0%；

第二产业增加值 10542.52
亿元，增长8.4%；

第三产业增加值 15306.7亿
元，增长7.9%。

一、 二、内需增长稳中有升

1至10月，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10.1%，增速
居全国第四。

1至 10月，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828.04亿元，增
长10.1%。

1至10月，进
出口总值3549.1
亿元，同比增长
50.1%，增 速 全
国第一。

一、 三、企业效益整体较好

1 至 10 月，规
模工业企业利润总
额同比增长 3.3%，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6.2个百分点。

1至 10月，规
模以上服务业大类
行 业 盈 利 面 为
91.2%，同比提高
5.9个百分点。

一、 四、招商引资稳步发展

1 至 10 月 ，实 际 到 位 内 资
5948.89亿元，同比增长18.5%。

1 至 10 月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151.14亿美元，同比增长10.8%。

一、 五、市场活力迸发

1至11月，
全省新登记注
册 企 业 18.18
万户，同比增长
9.3%。

1 至 11
月，全省新入
库“四上”单位
3069家，同比
增长6.2%。

今年全国主要城市前三季度GDP数据一出
炉，长沙再次成为“网红”，被赞誉为“逆袭最为成
功的城市”、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头部城市”。

从全国来看，在 16 座“2018 年 GDP 万亿俱
乐部”城市中，长沙今年前三季度的GDP总量排
名第十二，但增速高居第一，达 8.3%，显示出突
飞猛进的发展势头。

从全省来看，长沙前三季度的 GDP 总量达
8713.68亿元，为全省贡献了GDP总量的近三分
之一，展示了一个“强省会”的旺盛生命力，长沙
在全省城市中的“首位度”地位更加彰显。

支撑长沙高速奔跑背后的力量，是产业升级
加速、住房价格平稳、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产生的

“魔力”。
“公司工作两年以上的员工中，有超过八成

在长沙买房安家。”3 年前在长沙布局了第二总
部的网络安全龙头企业——深信服公司员工罗
方告诉记者，自己也带着老婆孩子从深圳来到长
沙定居。

坚持“房住不炒”定位，通过房价洼地，打造
人才高地。近 3 年，长沙每年流入人口均在 20
万以上，位居国内前列，其中约八成为年轻人。

人才持续涌入，为城市发展注入源源后劲。

财政收入不“指望”房地产的长沙，把制造业作为
立市之本、强市之基，以智能制造为引领，围绕产
业链打造创新链，加快培育打造了一批产业地
标。

今年11月，首台“长沙造”格力大型中央空
调机组在宁乡经开区下线。“我为什么在长沙一
期、二期、三期不断地投，就是因为当地政府
的诚信感动了我。”格力电器掌门人董明珠说，
长沙优良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可以集中精力创
新、发展。

长沙的强势崛起形成了巨大发展向心力，
加速了长株潭一体化的区域协调发展。今年
来，长沙麓谷、株洲动力谷、湘潭智造谷密切
合作，汽车、装备制造等产业优势互补，初步
形成了同兴互补、错位发展的良好态势。2020
年，长株潭三地还将重点推动交通共建、产业
协同、环境共治等30项重点任务，共同打造产
业发展新高地。

省社科院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童
中贤认为，长株潭一体化正加快推进，未来将成
为湖南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湖南走在中部崛
起前列的重要支撑。

湖南既要稳中有进的“金色 GDP”，也要可

持续发展的“绿色GDP”。前10月，全省六大高
耗能行业增加值增速同比回落了0.9个百分点，
这表明湖南的GDP更绿了。

近年来，湖南痛下决心、有序退出沿湘江布
局的大块头、高消耗重化企业产能：株洲清水塘
挥别261家化工企业，建设现代化新城；郴州三
十六湾的滥采乱挖绝迹，风力发电叶片在山顶惬
意地旋转。在洞庭湖沿岸，划定畜禽禁养区、湖
面禁止精养鱼、退出珍珠养殖、退出造纸产
能……积极引入环境友好的绿色产业。3年来，
全省单位GDP能耗年平均降幅达5.8%。

“湖南走上了一条非常正确的发展之路。”在
12月初结束的湖南“一带一路”绿色博览会上，德国
梅前州农业与环境部部长蒂尔·巴克豪斯博士对湖
南在绿色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赞扬。

7日召开的省委第十一届九次全会上，对绿
色发展继续作出重要部署：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
明发展道路。

这一年的发展实践证明，只要方向对路、措
施精准，坚定发展的战略定力，湖南经济就能乘
风破浪、行稳致远，在高质量发展的征途上，必将
迈出更加矫健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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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