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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制度升级，让权力入“笼”

本报4月20日讯 今天上午，
省统计局召开新闻通报会，通报
了一季度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初
步核算，一季度全省GDP（地区
生产总值）达7051.1亿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7.4%，比
去年同期加快0.1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继续“领跑”湖南
经济， 一季度全省第三产业增
加值3596.6亿元，增长8.8%，对

全 省 经 济 增 长 贡 献 率 高 达
58.4%。

“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
稳中有进， 主要经济指标普遍
回升向好。 但也面临多重因素
制约影响，如投资增速放缓、实
体经济困难较多等， 经济放缓
的压力仍不容忽视。”省统计局
新闻发言人、 副巡视员黎雁南
说。

一季度旅游收入1148亿
同比增长23.67%

本报4月20日讯 伴随
着春的脚步， 在刚刚过去
的2017年一季度，湖南省旅
游行业实现了朝气蓬勃的
开局。 记者今日从湖南省
旅发委获悉，2017年1月-3
月， 湖南全省累计接待游
客14094.02万人次，同比增
长19.01%；实现旅游总收入
1147.71亿元， 同比增长
23.67%。

旅游项目投资也在持
续增长。一季度，湖南全省
在建重点旅游项目473个，
总投资6060.28亿元， 同比
增长19.26%。 在湖南省发
改委发布的 2017年首批
230个省级重点建设项目
名单中， 旅游文化项目共
30个。

■记者 梁兴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领导干部报告个
人有关事项规定》和《领导干部个
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
法》，区分了漏报、瞒报的具体情
形和处理规定， 明确了领导干部
因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受到
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的影响期
等。（4月20日本报A13版）

这次修订出台的《领导干部
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坚持分
类管理原则，抓住“关键少数”，进
一步突出了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
督，将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报告
对象范围作了适当调整。 报告事
项内容更加突出与领导干部权力

行为关联紧密的家事、家产情况。
可以说，这次的《规定》和配

套的《办法》相当于2010年出台的
《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
项的规定》的升级版本，在许多方
面都进行了细化和明确，让“官员
个人事项的报告” 成为防腐和反
腐的“紧箍咒”，进一步织牢制度
的笼子，防止权力脱缰。

跟以前的《规定》比较，这次
的亮点颇多，例如在“配偶、子女
移居国（境）外情况”方面，新增了
“虽未移居国(境)外，但连续在国
(境) 外工作、 生活一年以上的情
况”也要报告；在官员家产方面，
“境外存款和投资”也被纳入报告

核查范围，同时，股票、基金、保
险、讲学、写作、书画等劳务所得
均事无巨细地要求详细报告。这
些精准化的规定， 其目的自然是
尽最大努力压缩官员的腐败空
间， 杜绝因权力而产生的灰色收
入和寻租机会，更重要的是，防止
一些官员边腐边升、带病提拔。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已经实行了多年， 尽管有不少约
束， 但仍有一些领导干部认为自
报可以自行决定报多少， 于是避
重就轻、故意少报漏报。近年来，
全国因查核发现不如实报告等问
题被暂缓任用或者取消提拔重用
资格、 后备干部人选资格9100多

人， 因不如实报告等问题受到处
理的共12.48万人，仅在2015年，因
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而被取
消提拔资格的领导干部就有3902
人。正是因为官员缺乏自觉性，同
时抽查力度有所欠缺， 导致一些
干部成了漏网之鱼， 得以带病提
拔。

尽管反腐力度已逐年加大，
但不排除一些人仍然抱着侥幸心
理， 将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这样的
“家法”并没有放在眼里，而对付
这样的官员， 唯一的手段也就是
进一步将制度精细化，防疏堵漏，
加强抽查， 同时将规定中的概念
明晰化， 避免出现模棱两可的词

句。此次就对“漏报”和“瞒报”进
行了明确界定， 对无意和故意行
为的处置也相应做出了细化规
定。

更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出台
的规定体现出了“两调整”，即将
未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民
团体、 事业单位的报告对象范围
调整为领导班子成员及内设管理
机构领导人员， 将国有企业的报
告对象范围调整为中央企业的领
导班子成员及中层管理人员、省
管和市管国有企业的领导班子成
员， 充分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正
在向纵深发展。

■本报评论员 张英

主要经济指标回升向好，第三产业继续领跑全省经济 民生投资增40.7%

一季度我省GDP同比增长7.4%

今年一季度， 湖南民生保障
不断增强。 首先表现为民生投入
力度加大， 一季度全省民生投资
增长40.7%， 比全部投资快28.4个
百分点。全省财政民生支出1221.7
亿元，增长21.3%，占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比重超过了百分之七十。
其中，教育支出增长31.3%、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22.9%。
此外，一季度全省就业形势保

持平稳。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9.93万
人，完成年度任务的28.5%；失业人
员再就业7.98万人， 完成年度任务
的26.6%； 就业困难对象再就业
3.16万人，完成年度任务的31.6%。

■记者 吴虹漫 通讯员 刘雁

数据显示， 一季度全省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3950.3亿元，增
长12.3%， 同比回落2.2个百分
点。投资呈总体放缓态势，但仍
处于较快增长区间和预期范围。

记者发现， 今年一季度湖
南民间投资扭转了去年持续下
行的态势， 投资额达2205.9亿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6%，增速
比去年全年加快了2.8个百分
点。

除了民间投资的回暖，农业
投资加速增长也是一季度湖南投
资的一大亮点。 省统计局发布的
通报会专题材料指出， 在部分农
产品和生猪价格保持高位运行的
影响下， 一季度全省农业投资积
极性提高， 第一产业投资同比提
升31.4%， 其中畜牧业投资增长
了将近五成， 农业投资也比上年
同期加快27.8个百分点， 增长
31.4%。

一季度我省房地产市场状况
如何?�发布的数据显示， 一季度
全省商品房销售继续保持高增长
态势， 销售面积1341.35万平方
米，商品房销售额669.98亿元，分
别同比增长25.7%、37%。

商品房持续热销， 使得房地
产开发投资也延续“升温”趋势，
房地产去库存也取得明显成效。
一季度湖南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525.34亿元，增长4.5%；截至3月
末，全省商品房待售面积2674.06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了21.1%。

省统计局负责人介绍， 新一
轮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后，对我省

房地产市场运行方向和预期产生
一定影响， 市场分化态势更加明
显。“省会长沙新建商品房销售有
望降温。一季度长沙新建商品房销
售面积423.3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7.7%， 低于全省平均增速18个百
分点。长沙商品房销售面积占全省
近三分之一，限购限贷政策的出台
对长沙及全省的影响初步显现。”

另外，受去年下半年以来全国
一二线城市商品房销售火爆等影
响， 我省三四线城市商品房销售持
续走高。一季度，剔除长沙后的全
省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36.1%，高
于全省平均增速10.4个百分点。

从现场发布的一系列数据
来看，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中，投资增速比去年同期虽有所
回落， 但回落的幅度在收窄；自
去年出口“转正”后，今年一季度
全省进出口总额回升幅度更大，
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半数；而消
费也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事实上， 三驾马车中的消
费，正日益成为拉动湖南经济增

长的强劲动力。 以一季度为例，
最终消费支出对全省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1.6%�。

具体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
实 现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3372.56亿元， 同比增长11.4%，
消费品市场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态势。其中，商品零售额2956亿
元，增长11.2%；餐饮收入416.5
亿元，增长12.9%。

【消费】 加快升级，改善型消费品“旺销”

今年一季度，全省工业经济
明显回暖，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
增长7.3%，较上年同期增长加快
1.1个百分点。规模工业中，电力
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铁路船舶航
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止跌转增”， 增加值分别增长
10%和6.4%。

省统计局负责人指出 ，

一季度我省规模以上工业增
速同比有较快回升，主要得益
于工业品价格回升明显，市场
供求关系趋于改善。其主要表
现之一，就是一季度湖南工业
生产者出产价格结束了四年
多的下行， 同比上涨6.6%，自
去年10月份以来连续6个月单
月为正。

【工业】 工业品价格回升，助推工业经济回暖

【投资】 民间投资回暖，农业投资加速增长

【楼市】 持续热销，新政出台后或有影响

【热点】 城镇新增就业19.93万人

链接

湘潭九华经济技术开发区泰富重装二期生产基地内，工作人员在安装、调试智能托辊生产线的运输设备。
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