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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7日讯 省统
计局今日发布的《湖南经济
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关系研
究》（以下简称“报告”）显示，
过去 26年 （1991年 -2016
年）， 湖南GDP年均增速为
10.9%，城镇、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分别为
7.2%、6.8%。报告认为，随着
经济的持续较快发展， 湖南
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
趋同性明显改善， 但城乡居
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速的差
距依然存在。

【数据】
GDP跑得快
居民收入追得紧

过去26年， 湖南经济持
续较快发展，GDP逐年迈上
新台阶， 城镇和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也在努力
“追赶”。

数据显示，过去26年，全
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速波动幅度较大， 有23年
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均慢于经
济增速，但从2013年起，两者
间差距逐步缩小。 农村居民
收入增速整体处于上升态
势。其中，2012年、2014年两
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
济增速。但到了2016年，全省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速为6.5%， 仍落后GDP增速
1.5个百分点。

与全国比较， 从2004年
起， 湖南经济增长一直快于
全国平均水平； 湖南城乡居
民收入增长也从2012年起快
于全国。 尽管两者增长均快

于全国， 但同步性却弱于全
国。 具体来看， 从2004年至
今，除2012年外，全国城镇居
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性均要优于湖南。近十年中，
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与经
济增长同步性，有6年时间要
优于湖南。

【分析】
为何GDP增速较高？
与投资拉动有关

报告分析认为， 投资对
GDP的拉动作用是造成湖南
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不同步
的主要原因。

“湖南投资率较高、消费
率偏低的经济增长结构使
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居民收
入增长缺乏后劲，导致居民
收入增长长期慢于经济增
长。” 报告认为。 从数据来
看，湖南投资率由1991年的
27% 上 升 至 2013 年 的
57.7%， 提高了30.7个百分
点， 从2014年开始逐步回
落。与此同时，消费率则由
下降转而逐步上升，2016年
提升至51.1%。

除了投资因素之外，劳
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下降，
以及工资增长慢于经济增
长，也是导致居民收入增长
相对落后的原因。 数据显
示，2016年全省劳动者报酬
占GDP比重为50.6%，比高点
1997年下降了 14.9个百分
点；过去26年，湖南在岗职工
工资总额年均增长8.6%，比
GDP增长速度低2.3个百分
点。 ■记者 吴虹漫

省统计局：湖南GDP年均增速10.9%，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7%左右

近五年，湖南居民收入增速跑赢全国

本报12月7日讯 省统
计局今天发布消息称， 今年
以来， 全省经济总体运行平
稳，工业生产、投资增速出现
小幅回升，消费增长趋稳。数
据显示，1至10月全省规模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结
束了连续3个月的回落，工业
生产止跌反弹； 前10月全省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3689.93
亿元，同比增长12.7%，连续
两个月回升，是今年3月份以
来最高增长水平。

从消费情况来看， 前10
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11928.5亿元，同比增长
10.5%， 消费市场初步企稳。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中，
受益食品消费升级， 粮油食
品类大幅增长16.5%； 此外，
房地产市场方面， 居住类商
品销售增速虽然回落， 但居
住类商品零售额仍然保持
23.8%的高位增速。

值得注意的是， 前10月

仅长沙市商品房销售呈断崖
式下滑， 其余市州均实现增
长。根据数据，前10月长沙市
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近
三成（29.8%），降幅比上半年
和前9月大幅扩大。

受长沙楼市调控政策
影响，全省商品房销售增速
自3月份以来持续下滑。前10
月 全 省 商 品 房 销 售 面 积
6060.7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6%。

尽管如此， 省内房地产
“去库存” 仍然取得一定进
展：10月末，全省商品房待售
面积2214.8万平方米， 同比
下降29.6%，其中住宅待售面
积下降39.9%。对此省统计局
指出， 全省要围绕房屋的居
住属性 ， 加大保障房建设力
度，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扩大
住房租赁业务、 提高租赁住
房在居住用房中的比重，以
满足市场需求。

■记者 吴虹漫

长沙商品房销售面积降三成
统计局：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

11月28日，今年我省第六批“走近双色
球”代表团走进北京福彩开奖演播厅进行双
色球现场开奖观摩。此次代表全是来自郴州
市的投注站业主及彩民代表，共38人。
严谨开奖，亲切互动

经过严格的安检后，“观摩团”成员走进
中彩中心大楼一号演播厅，看到舞台正中摆
放的摇奖机， 大家顿时有一种严肃的感觉，
在这个公开、公平、公正、公信的地方，从它
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见证了一位位为中国福
利事业贡献出自己一份力量而幸运中奖的
幸运儿。随后在正式开奖前，中福彩中心通
过宣传片让大家简单了解双色球开奖的各
项环节，并与彩民互动，现场主持人提出大
家关心和熟悉的问题，代表们争先恐后地抢
答，不少彩民获得了纪念册等奖品。随后，工
作人员还将“退役”下来的双色球红球和蓝
球分发给观摩团成员。 许先生获得一颗红
球，他捏了捏球的质感，又掂了掂球的分量，
显得十分激动。为了彰显双色球开奖的公正
性，现场还抽取我省的两位代表，由他们以
抽签的形式决定当晚开奖的使用球具。
观摩解散，友谊不散

12月1日，“走近双色球” 观摩团顺利返
回湖南长沙，短短的4天，参与活动的38位彩
民和业主通过交流购彩、售彩的心得，增进
了彼此的友谊，“走近双色球”诚信之旅已经
成为了他们心中最美好的旅程！

至此，2017年“走近双色球”活动已圆满
结束，今年湖南福彩共组织了两百余名业主
彩民代表，零距离见证了中国福利彩票“双色
球”玩法和“3D”玩法的开奖过程。让我们共同
期待明年“走近双色球”的再度起航。 ■王熙

今年我省第六批“走近双色球”
观摩团活动顺利开展

湖南福彩“走近双色球”观摩团现场合影留念。

本报12月7日讯 在
长沙海关报关，上海口岸验
放通关。今日，博世汽车（长
沙）有限公司一批急需的进
口零部件在上海洋山港海
关采用一体化通关模式申
报通关放行后，由汽车陆路
转运至长沙，解决了企业的
燃眉之急，负责该批货物报
关的浩通国际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经理何仕滢告诉记
者， 全国海关一体化通关，
企业急需的进口货物可选择
口岸海关报关验放通关，企
业进出口货物不再受湘江枯
水期影响， 往年大批货物滞
留在口岸的现象没有了，也
节约了企业成本。

记者了解到，今年7月1
日起，所有进口货物纳入全
国通关一体化实施范围，实
现“全国海关如同一关”，我
省16000多家外贸企业可在

长沙关区或全国任意一个
海关完成申报、 缴税等手
续，申报更自由，手续更简
便，通关更顺畅。

据长沙海关现场业务
处通关科科长李磊介绍，企
业在货物通关时一次申报，
海关在货物放行前、放行后
分步处置，即在口岸完成对
货物的安全准入甄别后，先
予放行；货物放行后，再由
属地海关开展税收后续管
理，货物在口岸的滞留时间
缩短，通关效率大大提高。

据 长 沙 海 关 统 计 ，
1—11月，长沙海关现场业
务处共受理进出口报关单
43039� 票 ， 同 比 增 长
26.6%；监管货运量 86.74万
吨，同比增长26%；监管货
值30.11亿美元， 同比增长
1.2�%。 ■记者 杨田风

通讯员 张文博

本报12月7日讯 11月
1日开始，湖南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实行审单放行新
模式 ， 实施首月成效显
著：11月全省出境货物检验
检疫平均时长4.3小时，较
10月环比压缩78%；入境货
物检验检疫平均时长15.8小

时，环比压缩66%。当月湖南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对全省出
入境货物实行审单放行3345
批，审单放行比例为54%，最
快可以达到秒放， 为我省外
贸企业节约各项成本200多
万元。 ■记者杨田风

通讯员 林俊

“全国通关一体化”
湘企跑出新速度

出入境货物最快可“秒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