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5日，谢鹏程委员结合政府工作报告，就推动经济健康发展提建议。记者 刘尚文 摄

■记者 李国平 吕菊兰
黄娟 肖德军 卢小伟

25日上午， 湖南省第十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在长沙开幕。 省长杜家毫
作政府工作报告， 回顾了去
年及过去五年我省取得的成
绩，并在“十三五”开局之年
勾画了湖南未来五年和2016
年的发展“蓝图”。

报告指出，2016年， 地

区生产总值增长8.5%左右，规
模工业增加值增长8%，完成固
定投资3万亿元。 全体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5%左右，
万元GDP能耗下降3%。

我省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确保以上目标如期实现？ 省长
的政府工作报告给我们送来了
哪些民生大礼包？本报25日特
邀了部分省人大代表、 专家等
对报告内容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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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专家解读省政府工作报告

我省将实施“制造强省”五年计划

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会
出现一些新词热词，今年也不例外。

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
我们从省政府《报告》中选取了几个
有代表性的词汇。读懂它们，将有助
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报告》。

一核三极四带多点
省委“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

“一核”， 长江中游城市群核心引领
区；“三极”，岳阳、郴州、怀化新增长
极；“四带”，京广高铁、沪昆高铁和
环洞庭湖经济带， 以及张吉怀精品
生态文化旅游经济带；“多点”，基础
扎实、实力雄厚、特色明显、产城融
合的园区新增长点。

【例句】 以长株潭一体化为抓
手，统筹推进环洞庭湖、大湘南、大
湘西等区域发展，加快形成“一核三
极四带多点”的发展新格局。

星创天地
利用线下孵化载体和线上网络

平台，为科技特派员、农村中小微企
业、返乡农民工、大学生等提供创意
创业空间、创业实训基地。

【例句】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政
策，建设一批众创空间和农村“星创
天地”。

“一家一”工程
采取公益资助的方式， 帮助贫

困地区一个家庭有一个孩子通过两
年的免费职业教育、 一个企业顶岗
带薪实习，实习期满合格后安排（推
荐）就业。

【例句】实施雨露计划和“一家
一”工程，落实连片特困地区“两免
一补”、学生营养计划、贫困地区专
项招生计划、 助学专项补助基金等
政策。 ■记者 吕菊兰

连线

一起来读懂
这些“两会新词”

【报告摘要】落实“去产
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
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把降
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减轻
企业负担作为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突破口，积极推进“营
改增”， 精简归并“五险一
金”， 清理规范中介服务，尽
力降低企业电力价格、 物流
费用。

【解读】 何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我的理解就是

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占领市
场，更简单的说，就是抓质量，
树品牌。” 省人大代表尹同君
打了个比方，国人跑去国外抢
购马桶盖、 电饭煲等产品，说
到底，就是我们的产品品质还
不够高， 是供给出了问题，而
不是需求出了问题。“供给侧
实际上是从供给这方实施的
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个改革
措施既有企业自身的改革也
有政府的改革。”

【报告摘要】 加快发展
金融保险、信息技术服务、商
务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积
极发展教育文化、健康养老、
体育休闲、 家政服务等生活
性服务业。 加快传统媒体和
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以互联
网技术促进文化产业内容、
形式和业态创新， 支持文化
产业示范园区（基地）建设。
完善旅游服务体系， 打造一
批精品景点景区和旅游线
路，加强旅游配套服务，培育
新兴旅游业态。

【解读】“互联网对生活
的改变大家感同身受，大力发
展现代服务业，就是要正确健
康利用好‘互联网+’。” 谢超

英表示，政府工作报告里还提
出， 完善现代物流基础设施，
加快发展第三方物流，促进物
流业与电子商务、现代交通和
产业体系的对接与配套。 改
善商贸基础设施，促进移动互
联网、绿色、信息等新兴消费。
深化与国内知名电商的战略
合作，推动“湘品出湘”和“湘
品网上行”， 促进农村商贸综
合服务体电商模式在全省范
围落地运营。 完善云计算、大
数据平台，提升金融、医疗、教
育、旅游、交通、物流、邮政、快
递、 零售等领域的在线化、智
能化水平。这些都是基于互联
网技术，互联网安全保障将需
要更进一步夯实。

【报告摘要】 实施制造强
省五年行动计划，抓好电力机
车工程实验室及智能制造车
间等重点项目建设。推动装备
制造、钢铁、有色、石化等传统
产业绿色化、 品牌化发展，促
进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通用航空、两型住
宅等新兴产业规模化、集约化
成长， 加快培育新能源汽车、
高性能数字芯片、 智能电网、
3D打印、 工业机器人等新增
长点。推进浮空器、高效液力
变矩器、北斗卫星应用等产业
项目建设，加快军民融合产业
示范基地建设。

【解读】“省委、省政府主
要领导多次强调， 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 湖南稳增长先
要稳住工业， 稳住工业先要

稳住制造业， 抓新型工业化
首要任务就是抓制造强省建
设。”省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
主任谢超英说， 省经信委今
年将全面出台制造强省建设
五年行动计划“1+12”的实施
方案，成熟一个就实施一个。

对于推动制造强省建
设，全省将坚持“一二三四”
的推进路线。“一” 就是紧紧
围绕制造强省建设这个中
心。“二” 就是制造强省建设
要以发展保持中高速、 产业
迈向中高端为目标。“三”就
是实施政府精准扶持、 企业
精细管理、 员工精益制造等
三大举措。“四”就是按照《中
国制造2025》提出的高端化、
网络化、绿色化、服务化的方
向，推动制造强省建设。

投资【关键词】

【报告摘要】积极扩大有
效投资。启动30个大工程，推
进1000个重大项目，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3万亿元左右。
力争建成高速公路300公里
以上， 干线公路1000公里；
加快湘江、沅水等高等级航
道和一江一湖四水相关港
口建设；推进怀邵衡、黔张
常、 蒙华湖南段等铁路建
设，新开工张吉怀、湘桂扩
能改造等铁路项目；推进长
沙航空枢纽和其他市州支线
机场建设。

【解读】“投资是拉动经济
最有效的抓手。” 省人大代表、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 经济
学研究员张早平表示， 政府投
资关键是通过政府带动能吸引
更多民间资本注入， 能发挥乘
数效应，这才是有效投资。

如何做到有效投资？ 关键
在于市场研究。 政府工作报告
提到交通网、能源网、水利网、
信息网、城建和园区等建设，每
一个领域都要进行扎实的市场
研究，吸引更多资本注入，真正
形成一个个投资热点。

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3万亿元

实施五年行动计划

用互联网技术创新培育新兴业态

抓质量，树品牌

【报告摘要】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以规划、交通、产业、
科技创新、生态环境治理、公
共服务为重点， 以17个特色
产业园区为载体， 推进长株
潭一体化发展。 推动环洞庭
湖区全面融入长江经济带，
发挥岳阳城陵矶“一区一港
四口岸”优势，大力发展临江
临港产业， 加快环湖公路和
特色城镇建设。

【解读】“区域发展给了
湖南很多机会。” 张早平说，
湖南应主动响应国家“一带
一路”大战略，积极对接长江

经济带， 加强与以上海为代表
的长江城市群联系。

我省以前比较注重向南
承接与广东沿海经济带的对
接，现在我省提出“一核三极
四带多点”布局，四面出击，多
点开花， 是非常英明的决策。
特别是向北对接长江经济带，
使湖南经济与江浙经济优势
互补，可以很好地发挥湖南的
优势。

政府应全面规划长株潭三
个城市， 减少经济发展同质化
竞争。 这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自
然而然的过程。

拓展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新空间

区域规划【关键词】

供给侧改革【关键词】

现代服务业【关键词】

制造强省【关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