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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2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罗彬） 据省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 前3
季度， 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
9917.22亿元， 同比增长11.6%。

经济总量继续扩大， 增速企稳回升。
前3季度， 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
占全省GDP比重达58.6%， 比全省GDP增
速快1.4个百分点。 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
值619.38亿元， 占全省第一产业的30.3%，
总量同比增长0.7% ； 第二产业增加值
5489.50亿元， 占全省第二产业的68.1%，

总量增长13.8%； 第三产业增加值3808.34
亿元， 占全省第三产业的55.9%， 总量增
长10.1%。

产业结构继续调整， 三产业比重上
升。 全省非公有制经济中， 三次产业构成
由上年同期的 6.9∶55.8∶37.3调整为
6.2∶55.4∶38.4，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分别
下降了0.7个和0.4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比
重上升1.1个百分点。

工业经济继续发展， 生产稳中有进。
全省非公有制工业增加值4994.60亿元，

占全省非公有制经济的 50.4% ， 增长
14.1%， 比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增速快2.5个
百分点。 其中， 规模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15691.64亿元， 增长17.4%； 盈亏相抵后
实现利润671.41亿元， 增长15.1%； 吸纳
从业人员230.50万人， 增长12.2%。

投资继续平稳增长， 增速有所回升。
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实际完成投资8448.94
亿元，占全社会实际完成投资额的67.8%；
投资总额增长27.1%， 比全社会实际完成
投资额增速快0.8个百分点。

实缴税金稳步增长。 全省非公有制经
济实缴税金994.30亿元， 总额占全社会实
缴税金的51.8%； 同比增长10.9%。 其中实
缴国税399.75亿元， 增长4.7%； 实缴地税
594.55万元， 增长15.5%。

本报11月12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田原 倪凡伟） 据省统计局今
天发布的数据， 前3季度， 我省房地产
市场发展状况良好， 呈现出开发投资
较快增长、 开发企业资金保障良好、
施工面积增长平稳、 商品房屋销售回
升的态势。

前3季度， 房地产开发投资保持平
稳较快增长。 全省房地产开发项目
3779个， 同比增长 11% ； 完成投资
1774.18亿元， 增长19.4%， 比去年同
期提高7.1个百分点。 从全国来看， 我
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比全国平均增

速低0.3个百分点， 增速居全国第20
位， 比上半年提高2位， 在中部6省中
居第五位。

住宅完成投资1245.13亿元， 同比
增长19.2%， 比去年同期提高18.1个百
分点， 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
70.2%。 其中144平方米以下中小户型
住宅完成投资 1011.38亿元， 增长
24.5% ， 占住宅开发投资的比重为
81.2%， 对住宅完成投资的贡献率高达
100.7%。 中小商业营业用房开发投资
增速最快， 完成投资242.7亿元， 增长
32.5%； 办公楼完成投资58.4亿元， 增

长17.8%。
企业资金保障情况良好。 前3季

度， 全省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到位资
金2531.13亿元， 同比增长24.7%， 比
去年同期高16.3个百分点， 高出房地
产开发投资增速5.3个百分点， 延续了
今年以来良好的资金保障情况， 其中
国内贷款392.92亿元， 增长42.8%， 占
本年到位资金的15.5%； 购房者个人按
揭贷款到位371.66亿元， 增长44.8%。
此外， 企业自筹资金826.42亿元， 增
长13.1%； 来自购房者的定金及预收款
789.75亿元， 增长23.5%。

本报11月12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孟强）据省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前3季度全省消
费品市场平稳增长，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319.82亿元，同比增长13.4%，其中全省城镇市场同
比增长13.5%，乡村市场增长12.9%。

前3季度，全省限额以上批发业法人单位销售额
增长16.3%，同比高1.4个百分点；零售业销售额增长
17.4%，比上年同期低1个百分点。受规范“三公”消费
以及上半年禽流感的影响， 住宿餐饮行业营业额增
长幅度明显放缓，尤其高端餐饮受影响较大。

新型业态较快增长。 前3季度，限额以上零售
业法人单位中， 专业店和专卖店分别实现销售额
1154.30亿元、544.32亿元， 分别增长 12.3%和
19.8%，是全省零售市场的主力业态。超市、仓储会
员和购物中心销售额增势强劲， 分别增长23.2%、
30.7%和21.7%；无店铺零售作为市场新的增长热
点，发展迅速，无店铺零售额增长19%，比有店铺
零售快3.8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调
查数据显示，前3季度，湖南人均通过互联网购买
商品或服务支出达97元，同比增长90.7%。

主要商品销售平稳。前3季度全省吃、穿、用类
零售额均保持平稳增长，其中，粮油食品饮料烟酒
类、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日用品类销售额，分别
增长18.5%、11.5%和18.3%。 汽车类、家电类稳定
增长。 前3季度，全省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
单位中，汽车类实现零售额增长21.5%，比上年同
期高4个百分点； 家电类实现零售额增长21.9%，
比上年同期高9.4个百分点。

沈德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国人民的瞩目与全世
界的关注中胜利闭幕了， 会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作为中国
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决定》 是一
份从全局勾勒未来中国改革总的 “路线图”。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 改革开放是决定国家、 民
族乃至每个中国人命运的关键一招。 无论作为一个
时代的精神主题， 还是作为一场范围广大无所不在
的社会实践， 改革无疑都是35年来中国无可争议的
核心价值， 也是考量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当之无愧的
重要坐标。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 是
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是大势
所趋、 人心所向， 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因此， 深
化推进改革， 释放改革红利 ， 已是不可逆转的大
势， 是中国人民追求 “梦圆” 的必然选择。

在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 “三中全会”
是记载现代中国发展进程特有的 “符号”。 相比35
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八届三中全会被公认为
“开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重要节点。 以这
次会议为里程碑， 标志着中国已站在新的起点上，
正朝着自己预定的目标再度出发。

民族复兴 、 国家富强 、 人民幸福 ， 是 “中国
梦” 的基本内核。 对于中国而言， 实践发展永无止
境， 解放思想永无止境， 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 任
何停顿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未来的改革， 必然是一场涉深水、 抢险滩的攻
坚战， 任何一项改革都要破解错综复杂的矛盾， 都
要突破认识和利益的掣肘； 未来的改革， 面对的全
是难啃的硬骨头———转变政府职能、 缩小收入差
距、 打破垄断、 户籍制度改革、 土地制度改革、 金
融体系改革等， 这些累积性的难题躲不掉 、 绕不
开， 任何一项改革措施 ， 都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
身。

未来的路， 注定是 “闯关夺隘” 的艰辛历程。
这就需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以壮士断腕的
决心， 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攻克体制机制
上的顽障痼疾， 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进一步解放
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 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
力， 让改革释放出最大的制度 “红利”。

从出台 “八项规定” 推动自身作风建设， 到稳
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从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 到坚持 “老虎”、 “苍蝇” 一起打， 新一届中
央领导集体求真务实、 为民清廉的作风， 赢得了最
广泛的民意支持。 这是深化改革赢得强大内生动力
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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