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设施日臻完善

告别高增长， 进入淘汰
赛，已是当下汽车行业的真实
写照。 作为汽车产业聚集地
的长沙又将如何应战？ 主动
出击或是最好的打法 。7月
12日， 由长沙经开区主办的
长沙市汽车产业链暨德系汽
车零部件招商推介会在上海
举行。 长沙欲以德系为突破
口，实现强强联合，推动汽车
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发力新能
源与智能网联。

在这轮全球性汽车产业下
滑的趋势之下， 德系品牌则表
现相对稳健。数据显示，在刚过
去的6月份，大众在全球范围内
共交付54.23万辆新车，同比增
长1.6%，在中国售出26.11万辆
新车，同比增长14.2％。

“在长沙汽车产业转型升
级之时， 急需德系这样的技术

先进的企业和品牌落户。”长沙
经开区相关负责人受访时表
示，目前长沙经开区已有博世、
大陆集团、 索恩格等诸多德资
企业， 本次推介会依托德系的
整车及零部件企业， 来邀请其
核心供应商， 最终实现强强联
合双赢的结果。

资深业内人士表示， 到上
海举办招商推介会， 只是长沙
汽车产业的引凤之举， 如何在
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之下实
现突破， 关键还得抓住新能源
汽车与智能网联的大势。 截至
2018年底， 长沙新能源汽车产
销量4.96万辆和5.12万辆，已初
步形成较完善的汽车整车及零
部件产业生态。 根据规划，到
2020年， 长沙将形成千亿级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链。

■记者 胡锐 实习生 赵亚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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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文卫蓬勃发展。2018
年， 全省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
达99.98%， 高中阶段教育毛入
学率达92.5%。普通高等学校在
校学生132.7万人，比1949年增
长509.3倍。卫生机构数由1949
年的 239个增加到 2018年的
5.62万个， 每万人口拥有医生
数由5人增加到26.2人。

全省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障全覆盖。2018年末，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6833.3
万人。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人数898.5万人，是2000年
的7.1倍。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
险职工人数 1402.4万人 ，是
2000年的3.2倍。参加失业保险
职工人数582万人， 是1987年
的2.5倍。

2015—2018年，全省累计
脱贫519.9万人，贫困发生率下
降到 1.49% 。2017—2018年 ，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两年平均增长10.9%，
高于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速。

本报7月12日讯“逢双限
必熔断” 的局面似乎又卷土重
来。昨日，望城区月亮岛路015
地块迎来“出嫁”。该地块住宅
限价为9980元/㎡，而这也刷新
了该片区的住宅限价。不过，在
竞拍开始后15分钟即遭熔断。

据长沙市国土资源局网上
交易系统显示，望城区015号地
块由S4、S5、S6、S7四个地块组
成，规划为商住用地，位于月亮
岛街道潇湘北路与月亮岛路交
叉口西北角。 土地出让面积
184589.55㎡ ， 挂 牌 起 始 价
222862万元，起始楼面价4000
元/㎡。

该地地理位置优越， 位于
月亮岛文旅新城范围内， 靠近
地铁4号线月亮岛西站，片区有
万润滨江天著、长燃润和天地、
润和滨江府等诸多楼盘， 周边
楼盘均价为9000元/㎡。

地块周边有砂之船 (长沙)
奥特莱斯购物中心和美特好
购物广场， 商业配套较为完
善。地块周边有长郡月亮岛学
校、 星城实验中学等教育资
源。 同时地块毗邻银星湾公
园， 距离月亮岛风景区较近，
景区资源较好。

最终，4家房企在激烈竞拍
中遭遇熔断，共计出价11笔。据
悉， 该宗地将于7月23日上午9
点半在长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进行现场摇号“定主”。

业内人士指出， 频繁“熔
断”反映出了开发商对“面粉”
的渴求， 不少品牌开发商已经
到了“无米下炊”的地步，“对于
长沙主城区等优质地段， 土地
资源比较稀缺， 所以吸引了众
多知名开发商参与，‘熔断’也
在意料之中。”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陈海明

我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1952年86元增至去年5万多元 消费迅猛，快递一年近8亿件

经济总量三次升级跳，跃至全国第八
省统计局日前推出新中国成立70周年湖南经济

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发布相关数据。我省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86元增加到2018年的
52949元， 按可比价计算，2018年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为1952年的74.2倍，年均增长6.7%。按当年平均
汇率计算，2018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8001.48美
元，已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滕婷

地区生产总值 去年首次跃升至全国第八

统计数据显示， 全省地区
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27.81亿
元， 增加到2018年的36425.78
亿元。1953—2018年年均增长
8.0%，平均每9年翻一番。经济
总量在 1972年突破百亿元 ，
1993年突破千亿大关。 特别是
近十年来，实现三次“升级跳”，
2008年跨上万亿台阶，2016年
突破3万亿元，2018年首次跃升
至全国第八。

金融市场逐步发展壮大。
1950年末， 全省金融机构人民
币存款余额不足亿元， 只有
4400万元 ，2018年末增加至
48994.6亿元；各项贷款余额由
500万元增加至36460.5亿元。
1993年湖南仅有两家企业在境
内上市， 通过股票市场筹措资
金3.26亿元，到2018年末，全省
境内上市公司达105家，全年直
接融资总额2819.9亿元。

产业结构 由“一二三”演变为“三二一”

经过70年的努力， 全省产
业结构由典型的农业经济逐步
发展为以农业为基础，第二、三
产业共同带动经济发展的格
局。 产业结构由最初的“一二
三”演变为当前的“三二一”，第
一产业增加值占全省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重由1952年的67.3%
下降到2018年的8.5%，降低了
58.8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增加
值由1952年的5.66亿元增加到

2018年的18888.65亿元， 年均
增长9.1%， 高于地区生产总值
平均增速1.1个百分点。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明显加
快，城乡人口流动不断增强，城
镇化水平显著提高。 全省城镇
常住人口由1949年末的235.95
万人增加到2018年末的3864.7
万人， 城镇化率由1949年末的
7.9% 提 高 到 2018 年 末 的
56.0%，提高了48.1个百分点。

快递业务量 6年由1亿件增至7.89亿件

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
拉动逐步向依靠消费、投资、出
口协调拉动转变， 内需拉动作
用显著增强。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从1950年的6.58亿元增加
到2018年的15638.26亿元，年
均增长12.1%；消费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由2009年的39.5%提高
到2018年的56.9%。

新 兴 动 能 茁 壮 成 长 。
2011—2018年，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4.5%，高于

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速5个百
分点。 规模工业高加工度工业
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由
2010年的32%和4.6%，提高到
2018 年 的 36.3% 和 10.6% 。
2015—2018年网上零售额（按
卖家分）年均增长25.5%，明显
快于限额以上法人批发和零售
业平均增速。 新兴服务业蓬勃
发展。 快递业务量由2012年的
1亿件，增长到2018年的7.89亿
件，年均增长41%。

教育 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98%

以德系为突破口
长沙发力新能源和智能网联

长沙望城区最高限价地熔断
住宅限价每平方米9980元

连线

二季度湖南消费者
信心“比较乐观”

省统计局日前对全省
3000名城乡居民随机抽样调
查，调查结果显示，我省第二
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为129.8，
环比下降2.2点，仍处于“比较
乐观”状态。

关于未来6个月家庭余钱
的主要用途：比重最高的是购
买商品和服务（包括教育），为
55.63% ； 其 次 是 储 蓄 ， 为
39.63%；再次是投资房地产和
投资理财产品，分别为13.27%
和11.63%； 另外有18.40%的消
费者表示没有余钱。

对于未来6个月总体物价
水平， 预期“上涨”、“基本不
变”和“下降”的占比分别为
37.73%、50.13%和6.93%。

对于未来6个月本地区商
品房价格，35.57%的消费者预
期“上涨”，49.00%预期“基本
不变”，7.67%预期“下降”。

调查显示，82.37%的消费
者对经济长期发展有信心，表
示 信 心 不 足 的 比 例 仅 为
13.90%。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滕婷 通讯员 袁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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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航线

国外通航国家

高速铁路营业里程

全省互联网宽带用户

公路里程 民用航空航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