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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张尚武

1月13日，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省长许达哲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9 年，湖南
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大力实施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迈出了高质量发展的
坚实步伐，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交上了优异答卷。

经济指标稳中有进，百姓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保持“稳”的主基调，迸发“进”的
新活力，2019年我省经济呈现出“好”
的总态势。

从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全年地区
生产总值预计增长 7.6%左右，进出口
总额突破 4000 亿元、增速居全国首
位，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增幅居全国
前列，规模工业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
位居全国前列，厚实了湖南的“家底”。

从主要改革目标来看，“三大攻
坚战”不断取得新战果。完成省高速
公路集团、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两家
融资平台转型，超额完成全年债务化
解计划。全年预计有 20 个贫困县摘
帽、718 个贫困村出列、63 万农村贫
困人口脱贫，全部贫困县、贫困村将
摘帽出列。污染防治攻坚战，攻坚克
难、久久为功，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
为优，国省考核评价断面 I 至Ⅲ类水
质比例提升。

从主要民生改善来看，补短板、
强弱项成效突出，12 件重点民生实事
全部办成。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全
科医生、县市二甲公立医院实现全覆
盖。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乡村
教师、退役军人待遇普遍提高。消除
义务教育大班额 2 万个，建成启用芙
蓉学校 24所，创造了城乡义务教育一
体化发展新经验。基础设施建设短板
不断补齐，全省加快构建内外无缝对
接的陆路、水运、航空、能源、信息大
通道。

蓝天、白云、碧水、青山，造就良好
生态，增进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
升。

保持定力精准施策，以实招
硬招推动改革更好地服务发展
大局

2019 年，面对复杂发展环境和
经济下行压力，省委、省政府保持战
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因势利导、
统筹谋划、精准施策，在防范化解重
大矛盾和突出问题上出实招硬招，
推动改革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

这一年，湖南把着力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
本举措，不断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
果，累计关停取缔“散乱污”企业 1563
家，关停不安全小煤矿48处。

这一年，湖南把发展经济的着力
点始终放在实体经济上。

从省委、省政府到各级各部门，屡
次组团集体观摩智能制造项目，继续
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全年新

开工投资 5000 万元以上的产业项目
2300 多个，开工建设或建成投产 100
亿元以上的重大产业项目12个。

产业项目建设潮涌，各方充分利
用减税降费、金融杠杆等政策手段“输
血”制造业，强壮实体经济。

出台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降
低企业经营成本等政策措施，规模工
业 企 业 每 百 元 营 业 收 入 成 本 下 降
1.6%左右。全省预计新增减税超过
460 亿元，企业社保缴费减负预计达
60亿元。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分别突破 5
万亿元、4万亿元，存贷比超过80%，中
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贷款预计分别增
长 13.5%、13.1%，制造业贷款预计增
长10%左右。

实体经济“强健筋骨”，一批“小巨
人”应运而生。全年新增千亿工业企业
1家、国家认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10家、制造业单项冠军4个。

这一年，湖南把优化营商环境作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程”。全
省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执行年活动，出
台招商引资“十个严禁”，推行市州营
商环境试评价。全年取消各类行政权
力105项，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公布 200 件“一件事一次办”事
项，企业开办时间缩至 3 个工作日以
内。

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高质量发展特征愈加明显

在大刀阔斧的自我革命中，湖南
不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发展方
式根本转变。

“三驾马车”协同发力，稳增长的
基石更牢。

投资朝结构优化、效益提升转变。
工业投资、技改投资、民间投资预计分
别增长17.8%、35.7%和18.3%。

进出口逆势“飘红”，连续高位增
长。引进 112 家“三类 500 强”企业投
资项目 200 个，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贸易额预计增长55%。

吃穿用、住房、汽车等实物消费提
档升级，教育、旅游、文化、体育、健康、
信息等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网络、定
制、智能等新兴消费提速发展，消费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三次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为 9.1
37.653.3。

农业着眼精细做强。粮食播种面
积和总产保持稳定，超级杂交稻亩产
再创新高，生猪生产逐步恢复，农产品
加工业营业收入预计增长9%。

“湖南制造”加速奔跑。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长10%左右，电子信息、新能
源、新材料加速发展，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增速超过 30%，移动互联网主营
业务收入超过1300亿元。

服务业新动能茁壮成长，已发
展为湖南经济第一大主导产业，加
速与农业、工业等在更高水平上有
机融合，促进湖南经济结构优化调
整、提质增效。

区域发展更加协调，长株潭融城
加速，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绿色发展焕
发生机，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实际使用外资增幅超过全省平均水
平。

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以现代农业
为基础、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先进
制造业为主导、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
产业新格局已然成势，湖南高质量发
展特征愈加明显。

过去的一年，湖南持之以恒推进
产业项目建设，以产业链思维抓实体
经济，培育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优
化经济发展环境，促进第三产业发
展，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全省“四
上”企业预计净增3000多家。

据统计，至2019年11月底，全省
实有“四上”单位 42146 家，同比增长
5.7%；2019 年前 11 个月新入库单位
3069家，同比增长6.2%。

分专业看，贸易、建筑业增长较
快，服务业、工业增长趋缓。至2019年
11 月 底 ，全 省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单 位
16376 家，同比增长 2%；规模以上服
务业单位 6597家，增长 1.9%。有资质
的建筑业单位 3362 家，增长 11.4%；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单位4599家，增长

6.8%。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单位9037
家，增长11.4%；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业
单位 2175家，增长 11.4%。分市州看，
邵阳、岳阳、怀化、娄底的“四上”企业
增长在10%以上。

过去一年，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全
省上下着力扶持培育企业，帮助解决
好企业的实际困难，因企施策激发企
业活力；鼓励和支持新兴行业发展，发
展特色产业链、打造创新品牌，壮大

“四上”企业，促进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过去一年，全省上下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扶持力度，以
一流环境、一流服务、一流政策促企
业落地生根。2019 年，湖南“四上”企
业预计净增 3000 多家，体现了湖南
经济发展大环境持续向好。

经济跃上新台阶
——湖南2019高质量发展答卷之一

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
“四上”企业净增3000多家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在实
体、支撑在产业、落点在财税。刚刚过
去的 2019 年，湖南财政力克多重风
险，保持财政收入量质齐升。

2019年，全省预计全口径财政总收
入突破 5000 亿元，全口径税收突破
4000亿元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
破3000亿元，地方税收突破2000亿元。

过去一年，湖南不折不扣落实国
家减税降费政策，新增减税预计超过
460 亿元，企业社保缴费预计减负 60
亿元。在此背景下，全省财政收入全
面站上新台阶，难能可贵。

从2019年4月起，制造业等行业
的增值税税率由原来的16%降至13%。
改革实施首月，全省制造业减税幅度达
30.3%。全年增值税税率降低，但税收
总收入增长，这得益于制造业、服务业
等产业稳步发展，“总盘子”持续做大。

2019 年的“产业项目建设年”活
动，极大调动了企业对接互联网、发
展“智能+”的意愿，以智能制造为方
向的产业转型升级呈“井喷”式发展。

在全国制造业增速放缓的压力下，
湖南制造在2019年一路逆势上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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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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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连续8个月保持8%以上的增速，位
居全国第五，牢牢稳住了第二产业的
基本盘。重点企业外贸逆势“飘红”，
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超过 50%，增速
居全国首位，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贸易额增长55%。

2019 年来，我省实施大数据、人
工智能、5G应用创新、超高清视频、工
业APP培育等三年行动计划，培育了
一大批新的增长点。

湘江新区获批国家智能网联汽车
（长沙）测试区，长沙高新区成为全国
第二家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全省
移动互联网主营业务收入预计突破
1300亿元。

财政收入量质齐升
2019年，全口径财政总收入突破5000亿元

■数说
1.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增长 7.6%左右，进出口总额突破 4000亿
元、增速居全国首位，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增幅居全国前列，规模
工业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2.预计有20个贫困县摘帽、718个贫困村出列、63万农村贫困人
口脱贫，全部贫困县、贫困村将摘帽出列。

3.累计关停取缔“散乱污”企业 1563家，关停不安全小煤矿 48
处。

4.新开工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产业项目2300多个，开工建设或
建成投产100亿元以上的重大产业项目12个。

5.全省预计新增减税超过 460亿元，企业社保缴费减负预
计达60亿元。

6.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分别突破 5万亿元、4万亿元，存
贷比超过80%。

7.“三驾马车”齐发力：工业投资、技改投资、民间投资预计
分别增长 17.8%、35.7%和 18.3%；引进 112家“三类 500
强”企业投资项目200个，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预
计增长55%；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1.四上企业

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
质等级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
批零住餐企业、规模以上服务
业企业的统称。

“四上企业”的统计可全面
客观反映某地的国民经济发展
数据和经济发展程度，因而被视
为国民经济普查的主要方式，并
对各级政府相关的经济政策调
控提供必要的决策依据。

2.全口径财政收入
包括税收收入、社会保险

基金收入、非税收入、贷款转贷
回收本金收入、债务收入、转移
性收入在内所有财政收入。

3.全口径税收
全口径税收是泛指各级税

务机关组织的税收收入总和。

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

全口径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
包括上解中央和省级财政之后
剩余的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和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社会保
险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收入。

【经济名词释义】

2019年12月26日上午，首趟长沙至张家界动车C8030次抵达张家界西站，来自广东的游客在动车前拍照留念。
当天，黔张常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2019 年 11 月
27日，湖南长城计算
机系统有限公司，技
术员在组装整机配
件。该公司致力于打
造 基 于 国 产 飞 腾
CPU、麒麟操作系统
等自主可控计算机
整机的智能制造生
产基地。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