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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销售面积降幅收窄
库存同比降15.4%

今年以来，全省继续坚持“房
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
位， 严厉防控商品住宅投机炒作，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取得了明
显成效，房地产市场保持平稳健康
发展。

统计数据显示， 前三季度，房
地产开发投资稳中趋缓，全省完成
房地产开发投资3130.85亿元，同
比增长14.3%。全省商品房施工面
积3.66亿平方米，增长10.9%。

商品房销售面积降幅收窄。前
三季度， 我省商品房销售面积
5845.5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7%，
降幅比一季度收窄8.4个百分点。

此外， 商品房库存继续下降。
到9月末， 全省商品房待售面积
1483.41万平方米 ， 同比 下降
15.4%，比2018年末减少237.05万
平方米。

实现新增就业66.76万人
完成年目标任务的95.37%

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省
委省政府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和促进就业政策，全省就业形势总
体稳定，就业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黎雁南介绍，前三季度，全省

实现新增就业66.76万人， 完成年
目标任务的95.37%； 失业人员再
就业27.73万人， 完成年目标任务
的92.44%； 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9.99万人， 完成年目标任务的
99.85%。

全省失业率处于较低水平，运
行较为平稳，到三季度末，全省城
镇登记失业率为3.01%，比去年同
期下降0.5个百分点， 稳定运行在
3%左右的区间。

生猪生产将稳步增加
生猪出栏降幅有望收窄

全省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
总抓手， 按照高质量发展的总要
求，着力调整农业结构，积极倡导
绿色发展，全省农业生产形势总体
平稳。前三季度，全省农林牧渔业
实现增加值2230.56亿元， 同比增
长3.2%，继续保持在3%以上。

省统计局表示， 从短期看，前
三季度，全省生猪出栏、存栏同比
下降仍较明显，随着相关政策措施
的效应持续显现，生猪养殖户补栏
积极性正在逐步回升，生猪生产将
稳步增加， 生猪出栏降幅有望收
窄。同时，牛、羊、家禽等替代产品
产量保持小幅增长，将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猪肉供应偏紧、价格上涨带
来的影响。

中国家庭的消费信贷水平如
何？ 不同类型家庭的信贷需求有
何差异？ 消费型信贷对中国经济
有何影响？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
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蚂蚁金
服集团研究院日前联合发布了
《中国居民杠杆率和家庭消费信
贷问题研究》报告，对这些问题作
出了解答。

报告显示，2011年到2019年，
我国家庭消费贷参与率从13.4%
上升至13.7%。 但对比美国家庭
2010年到2016年期间超过60%的
消费贷参与率， 我国家庭的消费
贷参与率仍处于较低水平。

与此同时， 我国的家庭消费
信贷需求却十分旺盛。 中国家庭
金融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有
16.2%的家庭有消费信贷需求。
“这一数据比13.7%的家庭消费贷

参与率高出了2.5个百分点， 说明
市场还没有充分满足我国的家庭
消费信贷需求。” 西南财经大学中
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
甘犁表示。

从城市类型来看，一线城市家
庭、二线城市家庭、其他城市家庭
的消费信贷需求率分别为12.5%、
13.1%、19.8%。“经济发展水平相
对较弱的非一线城市，其家庭消费
信贷需求率更高。”甘犁说。

报告还显示，高学历家庭和资
产规模较低的家庭的消费信贷需
求相对旺盛；家庭收入水平则与家
庭消费信贷需求率呈“U型”，收入
最低20%组和收入最高20%组家
庭的需求相对更旺盛。

报告显示，消费型借贷对家庭
消费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投资
型借贷则没有。 ■据新华社

10月18日， 位于北京西长
安街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大
厅，中外媒体记者争相涌入，新
鲜出炉的三季度中国经济数据
材料很快被一抢而空。 复杂严
峻的国内外形势下， 中国经济
运行牵动全球目光。

10月18日， 三季度中国经
济数据新鲜出炉， 前三季度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6.2%、 消费增
长贡献率超六成、 全年新增就
业目标基本完成……中国经济
“三季报”展现稳健态势。

居民收入增长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据国家统计局18日发布的
数据，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
生产总值697798亿元， 按可比
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2%。分季
度看，一季度增长6.4%，二季度
增长6.2%，三季度增长6.0%。

从生产来看， 工业生产持
续发展。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
其中9月份同比增长5.8%，增速
比8月份加快1.4个百分点。服务
业也保持较快增长。前三季度，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7.0%， 其中9月份增长6.7%，增
速比8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

从需求来看， 市场销售稳
定增长。前三季度，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296674亿元，同比增
长8.2%， 其中9月份同比增长
7.8%， 增速比8月份加快0.3个
百分点。 投资也保持了平稳增

长。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5.4%， 其中高技术
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2.6%。

与此同时， 居民收入增长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统计显
示，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22882元，同比名义增
长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1%，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此外，经济结构调整优化。
前三季度， 第三产业增长对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
60.6%，高于第二产业24.3个百
分点。 最终消费支出增长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5%。在全
部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中， 服务
消费占比为50.6%，比上年同期
提高0.7个百分点。

压力下显韧性
中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

就在几天前， 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将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
预期下调至3%，这也是2008年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
水平。

世界经济动能不足， 中国
经济这台引擎更受关注。

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中
国经济 前三 季度 同 比增 长
6.2%，虽然增速略有下滑，但这
份成绩单成色不俗。

这是稳字当头的增长———
前三季度， 全国城镇新增

就业1097万人， 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的 99.7% ；CPI同比上涨
2.5%， 宏观物价总水平保持稳

定； 外汇储备规模总体保持稳
定……主要宏观指标保持合理
区间。

这是全球领先的增长———
尽管有所放缓， 但6.2%的

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里仍然
名列前茅。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
盛勇介绍，初步分析，在全球经
济总量一万亿美元以上的经济
体中，这个速度是最快的。和我
国过去的增速相比是中高速，
但是放在全球来看， 仍然是高
增长。

这是高含金量的增长———
从收入看，前三季度全国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6.1%，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也
快于人均GDP增速。 从发展质量
看， 前三季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能耗同比下降2.7%， 清洁能源的
生产和使用比例继续提高。

“从多个角度来看，尽管经
济面临下行压力， 但主要宏观
指标仍然保持在合理区间，前
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毛盛勇评价说。

中国经济之稳， 得益于有
力有效的宏观调控。

“今年以来，中央及时出台
一系列逆周期调节政策， 特别
是前8个月全国减税降费1.5万
多亿元， 促进了企业减负和居
民增收， 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
的活力， 较好对冲了经济下行
的压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杨光
普说。 ■据新华社

我省经济“三季报”：GDP同比增7.8%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取得明显成效 生猪生产将稳步增加

10月18日，湖南省统计局发布数据，初步核算，前三季度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981.2亿元，同比增长7.8%，与去年同期
持平。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2131.98亿元，增长3.0%；第
二产业增加值10542.52亿元， 增长8.4%； 第三产业增加值
15306.7亿元，增长7.9%。

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黎雁南介绍，今
年以来， 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挑战和持续较大的经济下
行压力，全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作为，精准发力，
突出抓好“六稳”工作，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记者 李成辉

我国消费信贷需求旺盛，对消费促进作用明显

前三季度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新华社 图

2019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