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70年来，湖南人民生活水平得到
巨大改善，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越来越强。

居民收入大幅提高。 1949年，全
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不足
1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44
元。 到2018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36699元和
14092元，带动居民消费由生存型向
温饱型、 追求质量型和发展型转变。
截至2018年底， 湖南民用汽车拥有
量达786.2万辆， 是1978年的160倍；
全省城镇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分
别为27.3%和29.2%， 比1978年下降
30.1和40.7个百分点。

社会保障更加健全。 据2010年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湖南人均
预期寿命达74.7岁，比1949年增加了

39.7岁。 党的十八大以来，覆盖省市
县乡村五级的公共文化设施基本建
成，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全省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覆
盖，全民医保体系基本建成。2018年，
每万人口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为70.24张； 普通高等学校普通本专
科在校学生数达132.68万人，是1949
年的510倍。

交通出行更加便捷。 1994年，全
省第一条高速公路长永公路建成。
2015年， 全国第一条中低速磁浮轨
道线运行。 到2018年，全省高速公路
里程达6725公里，高铁运营里程达到
1729.6公里，开通航线360条，内河航
道里程达11968公里， 拥有生产用港
口泊位1107个。

通信网络惠及全省。 如今，全省

固定互联网宽带用户达1635.32万
户， 移动电话用户增加到6302.89万
户；14个市州城区实现光纤宽带网全
覆盖，4G网络实现城镇区域100%连
续覆盖。

生态环境不断优化。 党的十八
大以来，湖南以“一江一湖四水”为
重点， 统筹推进污染治理与生态建
设，打响了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
卫战， 大力实施湘江保护治理“一
号重点工程”。 全省森林覆盖率由
1949年的31.2%， 提高到2018年的
59.82%。

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全省农村
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4458万减少
到2018年底的83万， 累计减贫4375
万。 从2016年起，启动实施“十三五”
易地扶贫搬迁， 计划搬迁69.4万人，
目前已完成搬迁计划的96%左右，所
有住房基本建成。在迈向全面小康的
道路上，湖南坚定前行。

湖南经济发展
可圈可点
———省发改委相关

负责人答记者问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湖南经济社会
发展有何亮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何
成效？ 9月2日召开的首场湖南省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上，省
发改委主任胡伟林、 省发改委副主任吴
小月、 省发改委副主任周震虹回答记者
提问。

问：70年来，湖南先后编制实施了13
个五年规划， 这些规划对助推我省经济
社会发展有何意义？

答：“一五”计划到“四五”计划，是从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重在“强基”。
我省全面兴起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和有
计划的经济建设。 布局建设了江南机器
厂、湘潭电机厂、株洲电厂、资江氮肥厂、
省维尼纶厂等一大批大型工业项目，建
成了韶山灌区、酒埠江、水府庙等一大批
大型水利工程。期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30倍。

“五五”计划到“十一五”规划，是从
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前，重在“扩量”。
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了农业、工业、国
有企业、财税金融等各领域改革，实现了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全方位
扩大了对外开放。 从1978年到2012年的
34年间，全省经济总量年均增长10%。

“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是
从党的十八大至今，重在“提质”。湖南全
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紧密对接“一带
一路”，加快“走出去”步伐，切实做好了
开放文章；对接长江经济带，落实“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持续推进洞庭湖
和湘江治理， 营造和谐美丽的生产生活
环境； 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长三角一体
化，强化区域协作。 作出了湘江新区、长
沙临空经济示范区、长株潭一体化、湘南
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五个100”、
园区“135”工程等事关全省长远发展的
重大决策部署。

目前，湖南已启动“十四五”规划编
制，计划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到2050年实现全面现代化。

问： 我省在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过程中采取了哪些重大举措、 取得
了哪些成效？

答：一是着力推动增长动能转换。加
快推进制造强省建设， 先进轨道交通装
备、自主可控计算机、航空航天等工业新
兴优势产业链，不断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2018年，高加工度工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分别达到
36.3%和10.6%，“三新”经济占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重达到16.9%。 加大化解过剩
产能、 去除低效产能、 淘汰落后产能力
度。 近3年，我省主动压减粗钢产能50万
吨、淘汰粗钢产能345万吨；关闭退出煤
矿462处、化解产能3098万吨；整改退出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1180家；推动洞庭湖
区94家造纸企业制浆产能全部退出。

二是着力搭建创新创业平台。 2014
年以来，省委、省政府部署实施创新创业
园区发展“135”工程。 截至2019年6月，
全省126家创新创业园区建成标准厂房
4800多万平方米，引进“双创”企业6500
多家，解决就业58万多人，引进20条新
兴优势产业链项目1300多个， 引进3类
500强企业28个，完成投资2400多亿元。
目前，我省正打造“135”工程升级版。

三是着力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2018
年以来，省委、省政府部署开展“产业项
目建设年”活动，以“五个100”为抓手在
全省上下营造抓项目兴产业、 发展实体
经济、 加快转型升级的浓厚氛围。 截至
2019年7月，“五个100”累计完成投资近
2000亿元，带动市县各级重点产业项目
完成投资近万亿元， 相当于全省工业投
资50%； 其中约60%投资于战略性新兴
产业，20%多投资于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完成研发投入100多亿元， 相当于同期
全省研发投入增量的60%； 引进科技创
新人才100多人。

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打
响脱贫攻坚战， 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
坚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请介绍湖南易
地扶贫搬迁的进展和成就。

答：“十三五”期间，湖南易地扶贫搬
迁总人数为69.4万， 涉及全省105个县
（市区）。搬迁区域重点集中在革命老区、
武陵山和罗霄山脉一带的高寒、 地质灾
害、石漠化等深度贫困地区。

省委、省政府坚持高位谋划，举全省
之力，高强度推进。3年来，累计投入资金
393亿元，建成住房18.7万套、集中安置
项目2764个，提前两年基本完成建设任
务。 目前，总体搬迁入住率99.6%，旧房
拆除率98.6%，总复垦面积3.4万亩，已脱
贫17万户，占搬迁总户数的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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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9月2日， 省政
府新闻办召开湖南
省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系列新闻发
布会第一场， 省发
改委发布新中国成
立70年来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成就———

� � � �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从 1952 年 的
27.81亿元 ， 跃升
到 2018年 的 3.64
万亿元，年均增速
8%。 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从1952年的86元增加
到2018年的5.29万元，年均增
速6.7%。

� � � � 三 次 产 业 结 构 由 1952 年 的
67.3:12.3:20.4， 调 整 为 2018年 的
8.5:39.7:51.8。 2018年，全省服务业增
加值达1.89万亿元，是1952年的311倍。
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占比首次突破
50%，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5.1%。

� � � � 全 社 会 研 究 与 试 验 发 展
（R&D） 经费投入强度由1996年的
0.31%， 提高到2018年的1.94%。
2018年，全省进出口总额达465.30
亿美元，是1951年的5170倍。

� � � � 2018年， 全省高速公路总里程达 6725公里，
高铁运营里程达 1729.6 公里 ， 开通航线 360
条 ， 内河航道生产用港口泊位 1107� 个 。 2018
年， 全省总装机 4543 万千瓦， 年发电量 1443
亿千瓦时 ； 天然气长输管道总里程近 2000 公
里， 覆盖 63 个县市区。 2018年， 全省农田有效
灌溉面积达 316.4 万公顷 ， 比 1949年增加了
196.48 万公顷。 2018年， 全省移动电话用户增
加 到 6302.89 万 户 ，
4G网络实现城镇区域
100% 连续覆盖。

� � � �2018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分别从1949年的不足百元增加
到 36699�元和 14092 元。 2018年，民
用汽车拥有量 786.2 万辆， 是1978年
的160倍。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普通本
专科在校学生数达 132.68 万人 ，是
1949年的510倍。 全省农村贫困人口从

1978年的4458万，减少到2018年
底的83万，累计减贫 437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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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历经70年几代人的艰苦奋斗、 自力
更生、改革开放，湖南经济逐步实现了从
一穷二白到全国第八的历史性跨越。

工农业基础设施日趋完善。 1949年，
电力装机1.53万千瓦，年发电量0.23亿千瓦
时；2018年，全省总装机4543万千瓦，年发
电量1443亿千瓦时。 农村地区彻底告别用
不上电的时代。 随着五强溪水库、 江垭水
库、涔天河水库、洞庭湖治理等一批重大水
利工程相继实施， 全省防灾减灾和水资源
保障能力稳步提高。 2018年，全省农田有
效灌溉面积为316.4万公顷，比1949年增加
196.48万公顷。 天然气长输管道总里程近
2000公里，覆盖63个县市区。

区域发展更加协调。 2007年，长株潭
城市群获批为全国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
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
株潭一体化步入新阶段， 核心引领作用
进一步增强。 2018年，长株潭地区生产总
值占全省比重达43.4%。 2018年，湘南湘
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获批， 大湘西地
区扶贫发展成效显著。 城镇化率由1949
年的7.9%提高到2018年的56.02%。

发展质效明显改善。 全省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从1950年的2.15亿元， 增加到
2018年的4842.98亿元，年均增长12%。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从1998年的
3.18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1726.95亿元，
年均增长37%。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从1950年的0.4亿元增加到 2018年的
4.87万亿元，增长了12.175万倍。

经济规模不断扩大。 国内生产总值在
1993年突破千亿元大关，2008年跨上万亿
元台阶，2012年突破2万亿元，2016年突破
3万亿元。 到2018年达3.64万亿元，跃居全
国第八位， 是1978年的30.3倍， 年均增长
8.9%。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86元
增加到2018年的5.29万元，年均增速6.7%。

� � � � 70年砥砺奋进， 湖南实现了从传
统农业大省迈向新型工业化和智造大
省的历史性转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省委、省政府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
整作为主攻方向，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产业经济
向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

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通过
实施3个“百千万”工程和“六大强农”
行动，全省优质农副产品基地加快建
设。近3年，全省农产品加工业销售收
入年均增长15%，休闲农业经营收入

年均增长20%。 2018年，稻谷、生猪、
水产品产量稳居全国前列，农业机械
化水平达到48%。

工业发展势头喜人。特别是省第
十一次党代会以来，湖南先后启动实
施“135”工程、制造强省五年行动计
划、“产业项目建设年”等一批重大活
动，湖南形成了门类齐全、实力较强
的现代工业体系， 崛起了装备制造、
农产品加工、 材料3个万亿级产业和
医药、 移动互联网等11个千亿产业。
2018年，全省工业增加值达1.19万亿

元，是1952年的1885倍；工程机械产
业链营业收入位居全国工程机械产
业集群首位。

现代服务业异军突起。“电视湘
军”“出版湘军”“动漫湘军” 享誉全
球；张家界、凤凰等旅游胜地闻名于
世。 2018年， 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
1.89万亿元，是1952年的311倍。服务
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占比首次突破
50%，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5.1%。

如今，全省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
化， 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
全 省 三 次 产 业 结 构 由 1952年 的
67.3∶12.3∶20.4， 调整为2018年的
8.5∶39.7∶51.8。

【数说】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龚杰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
院的坚强领导下，历届湖南省委、省政府
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奋力前行，湖南经
济社会发展实现了从贫困落后到全面小
康、从百废待兴到百业兴旺、从内陆封闭
到创新开放、 从温饱不足到人民幸福的
历史性跨越。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省深入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大力推进“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 初步走出了一条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湖南之路， 为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奠定了坚实基
础，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了湖
南力量。

� � � �从一穷二白到全国第八，
经济实力实现历史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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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经济体制发生根本变革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 � � �改革开放以来， 湖南经济体制实现
了从计划经济步入市场经济的根本变
革。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湖南将“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 上升为全省经济发展的
主战略，全省开放型经济奔涌向前，内陆
开放高地加快形成。

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村税费
改革、农村土地“三权”改革等一批影响深远
的改革，充分激发了农业生产积极性、释放
了人口红利。稳步推进国企布局结构调整和
企业重组整合， 国有企业加快做大做强，资
产总额突破2万亿元。 通过实施一批促进民
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非公经济成为国民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增长点。 2018年，全
省非公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达到58.3%，比1978年提高54.2个百分点，规
模以上非公有制工业企业达1.5万个， 占全
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94%。

“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入。 湖南在全
国率先启动注册资本登记制度， 全面推
行“先照后证”“证照分离”“多证合一”改
革，扎实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执行年活动，
省市行政审批事项大幅精简， 非行政许
可审批全部取消。

创新活力迸发。 涌现出了超级计算
机、超级杂交稻、磁浮技术、“海牛号”深
海钻机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 自主
创新长株潭现象享誉全国。 全社会研究
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由1996
年的0.31%， 提高到2018年的 1.94% 。
2018年，全省专利申请量94503项、授权
量48957项，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地区
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3.2%。

开放浪潮奔涌。2018年，全省进出口总
额达465.30亿美元，是1951年的5170倍，年
均增速13.5%；国际经贸“朋友圈”拓展至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
资158.94亿美元，在湘投资的世界500强企
业达172家， 全省经核准的境外投资企业
4381家，开放平台数量居中部第一。

从农业大省到智造大省，经济结构完成重大转变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从贫穷落后到全面小康，人民生活水平巨大改善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 � � � 2018年8
月31日， 中部
地区首个国家
级新区———湖
南湘江新区梅
溪湖国际新
城，高楼林立，
绿水环绕。（资
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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