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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市场红火，
谁在“添薪加柴”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彭雅惠

前三季度， 我省消费品市场整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实
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471.5亿元，同比增长10.5%，继续
保持两位数增长水平。

省统计局副巡视员、新闻发言人黎雁南表示，今年以来，
全省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新型城镇化不断推进，健康旅游、互
联网等新兴消费加快成长，这些因素都为消费品市场提供了
有力支撑。

“网购族”购买力持续快速增长
前三季度，全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0.6%，其中，实物

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32.6%，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速22.1个百分点。

受益于电子商务和信息消费的快速发展，全省邮政业务
总量同比增长34.1%，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48.3%。

另外，前三季度，我省规模以上服务业总体呈健康平稳
发展态势，成为带动我省经济增长、引领产业结构升级的主
要力量。有22个行业呈现较快发展势头，营业收入持续保持
两位数增长，如与电子商务和信息消费发展密切相关的商务
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装卸
搬运和运输代理业等。

“持家主妇”购买生活类商品平稳增长
前三季度，全省商品消费保持稳定，基本生活类商品同

比增长12.8%。其中，粮油食品类增长15.3%，服装鞋帽类增
长8.9%，日用品类增长11.1%，家电类增长13.8%。

菜、肉、蛋等供给充足，保障消费需求增加。
蔬菜生产势头良好。蔬菜产量3181.4万吨，同比增长4.1％。
生猪养殖微增。全省生猪存栏3998.72万头，出栏4294.5

万头，同比增长0.2%；猪肉产量317.9万吨，同比增长0.4%。

“车房购买族”置业增速回落
受小排量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力度减弱且即将到期，前

三季度，全省限额以上法人企业零售额中，汽车类商品增长
8.4%，比上年同期低6.7个百分点。

省会长沙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加码，三四线城市深入推
进去库存，全省限额以上法人企业零售额中，居住类商品增
长21.1%，比上年同期低10.9个百分点。

总体上看，我省房地产市场调控效果明显，全省房地产
市场区域分化明显。

前三季度， 全省实现商品房屋销售面积5373.50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7.4%，比上半年回落7.4个百分点；商品
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27%， 其中商品住宅待售面积同比
下降37.9%。

长沙市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商品房销售面积大幅减
少，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比上半年回落2.5个百分点。

其他13个市州商品房销售较快增长， 销售面积增长
23.3%，比上半年提高17.8个百分点，商品房待售面积大幅下
降24.9%，去库存效果明显。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黄利飞

10月23日上午， 省统计局发布前三
季度湖南经济形势数据。今年前三季度，
谁的“钱袋子”鼓起来了一目了然。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210元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抽样调查
显示，今年以来，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增速
逐季回升，平稳加速。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210元，同比增长8.5%，增幅较上半年
提高0.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6.7%。

其中， 人均工资性收入13228元，同
比增长 9.3% ， 增收贡献率最大 ，达
59.3%。人均转移净收入5360元，同比增
长9.9%，是城镇居民增收的第二大动力。
人均经营净收入、 财产净收入则分别为

3507元、2116元，同比增幅均为5%左右。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071元，

同比增长8.5%，增幅较上半年提升0.3个
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4%。

监测显示，前三季度，我省农村外出
劳动力人数1312.6万人，同比增长2.4%，
外出务工月均收入3798元， 同比增长
6.2%，外出劳动力人数和工资水平的增
加是推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的
主因。

规模工业企业、 服务业
企业利润均呈两位数增长

前三季度，湘企盈利能力明显改善。
数据显示，1至8月，全省规模工业完

成主营业务收入24780.73亿元， 同比增
长11.8%，比上年同期快3.4个百分点；盈
亏相抵后实现利润1138.96亿元，同比增
长20.5%， 比上年同期快11.3个百分点。
39个大类行业全部实现盈利，其中，黑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专用设备制造
业、汽车制造业盈利大幅增长。

前8个月，全省4743家规模以上服务
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75.11亿元，同比
增长17.9%，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4个百
分点；实现营业利润174.55亿元，同比增
长14.7%；企业盈利面
71.5%； 行业盈利面
75.8%。

财政民生支出
增长18.8%
企业利润增长，

为全省财政收入增长
提供了有力支持。前
三季度， 全省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同口径增
长7.6%， 比上半年快
1.4个百分点。

财政收入增加促

使全省民生投入进一步显著加大， 前三
季度财政民生支出同比增长18.8%，占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达72%， 同比提
高0.8个百分点； 完成民生工程投资
2062.22亿元，同比增长18.4%。

扶贫开发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前三季度全省共改造农村危房11.82
万户，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3.9%；巩
固提升农村饮水安全106.2万人，完成
目标任务的88.5%；特困移民解困避险
搬迁安置协议签订率89.1%，建房全面
启动。

有韧性，有活力，有新动力
———看湖南经济如何在“稳”中“前行”

谁的“钱袋子”越来越鼓
———前三季度居民、企业、政府收入齐增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黄利飞

10月23日， 省统计局举行新闻发布
会，通报了前三季度湖南经济形势：全省
GDP总值24492.29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
算，同比增长7.5%，保持中高速增长。

省统计局副巡视员、 新闻发言人黎
雁南说，湖南经济发展态势概括而言，就
是“稳”和“进”，支持经济迈向中高端水
平的有利条件不断积累， 人民的获得感
更多。

四个“稳”显现经济韧性
尽管GDP增速略有放缓， 但我省经

济增速已连续7个季度保持在7.3%以上
的水平，“稳”字当头，显示出经济发展强
劲的韧性。

产业发展稳。 全省农林牧渔业实现
增加值同比增长3.3%，比上半年快0.2个
百分点。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
较上年同期加快0.1个百分点，
其中，装备工业、消费品工
业等重点产业贡献突出。
规模以上服务业营
业收入增速创今年

以来次高水平。
就业形势稳。 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63.29万人，完成年目标任务的90.4%；失
业人员再就业27.17万人，完成年目标任
务的90.6%；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9.61万
人，完成年目标任务的96.2%。

物价走势稳。 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总
水平上涨1.5%，与上半年持平，同比回落
0.2个百分点。

财政金融稳。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同比增长7.6%， 比上半年快1.4个百分点。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在去年同期增长18.8%
的基础上， 仍保持了17.5%的较快水平。9

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增长
16.1%，比上半年快2.4个百分点。

湖南经济的韧性， 为全年GDP保持
稳定增长、 经济改革取得较好成效奠定
了扎实基础。

四个“进”展示经济活力
在总体稳定的态势下， 湖南经济质

量正逐步提高，“向好”因素不断积累，展
示出湖南经济发展的蓬勃活力。

结构调整进一步深化。 产业结构不
断优化，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同比提高1.1
个百分点；工业向中高端迈进，高加工度
工业、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同比
提高0.8个、0.3个百分点，省级及以上产
业园区规模工业增加值占比较上年全年
提高0.7个百分点，达到66.4%；投资结构

趋优，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设
施建设、 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投资增速均快于全省投资

平均水平。
质量效益进

一步提升。 绿色
发展步伐加
快， 前三季

度，我省风力、太阳能等新型发电量同比
增长22.7%，占发电量比重为4.6%，同比
提高2.1个百分点，而原煤、原油等传统
能源消费量占比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
企业效益明显改善，1至8月，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0.5%，同比加
快11.3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
为4.6%，同比提高0.39个百分点。

市场活力进一步增强。 民间投资回
暖， 全省完成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3.3%，
比上半年、去年同期分别快1.8个、10.4个
百分点；非公经济活力十足，非公有制规
模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 比国
有控股企业快1个百分点；客货运输形势
较旺，货运量同比增长10.6%，增速创年
内新高。

民生保障进一步改善。 全省完成民
生工程投资同比增长18.4%，财政民生支
出同比增长18.8%，民生投入保持较快增
长；全省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均增长8.5%，增速快于经济增长。

四个“增”为发展注入新动力
今年以来， 我省抢抓机遇， 主动作

为，坚持科技支撑、创新引领经济社会发
展，加大补短板力度，为实现全年预期发
展目标注入新动力。

高新领域增势好。 全省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 比上半年快
0.3个百分点，其中，航空航天技术领域、
高技术服务业领域、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领域、新材料技术领域增速尤为突出。

长株潭聚集效应增强。 长株潭地区
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3249.94亿元，
同比增长13.7%，占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60.9%。

内外资企业增速回升。 内资企业是
我省企业主体，占比89.0%。前三季度，
内资企业实现增加值4748.81亿元，同比
增长13.8%，比上半年快0.4个百分点。此
外，外资企业也实现良好发展，实现增加
值192.60亿元，同比增长15.0%。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投资增长。民
生工程投资同比增长18.4%，其中，用于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投资增
长31.4%，用于卫生和社会工作的投资增
长29.2%； 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3.3%，快
于上半年增速； 生态环境投资同比增长
15.3%， 快于全部投资2.7个百分点。可
见，我省补短板力度正持续加大。

�荨荨（紧接1版） 节能降耗有成效，规模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
增速比上半年回落0.6个百分点。

社会民生持续改善。实现城镇新增就业63.29万人，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的90.4%；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同比
增长8.5%；居民消费价格上涨温和，涨幅同比回落0.2个
百分点。

前三季度湖南经济形势数据

� � � � 全省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
24492.29亿元， 同比增长
7.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6个百分点。

经济“含金量”提高
1、经济结构优化，产业

结构为:� 10.0∶40.8∶49.2，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同比
提高1.1个百分点。

2、运行质量提升，企业
效益保持增长：1月至8月，
规模工业实现利润1138.96
亿元， 同比增长20.5%，比
上年同期快11.3个百分点。

百姓“获得感”
提升

全省财政民生支
出同比增长18.8%，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24210元， 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9071
元，均同比增长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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