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4月部分经济指标回落，民生保障继续加强

我省超七成公共财政支出用于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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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5日讯 今天下午，国
家发展改革委发出通知， 决定自5
月25日24时起， 汽油每吨上调140
元，柴油每吨上调135元。这也是今
年国内成品油价格第四次上调。

按照吨升比测算到我省， 各类
成品油零售价分别为：92#汽油6.31
元/升， 上调0.11�元/升；95#汽油
6.71元/升，上调 0.12元/升；0#普通
柴油6.01元/升，上调0.12元/升。

今年以来， 我国已经历十轮成
品油调价周期， 成品油调价目前呈
现“四涨四跌两搁浅”的格局。整体
来看， 今年汽油价格每吨累计下调
了175元， 柴油价格每吨累计下调
了165元。 ■记者 李伟锋

■记者 吴虹漫

本报5月25日讯 省统计
局日前发布的《1-4月全省
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显示，1
至4月份，全省经济呈现结构
不断优化， 民生持续改善的
良好势头， 但规模工业增加
值、商品房销售面积、固定资
产投资等经济指标增速出现
了回落苗头。

“一季度我省经济运行
各项主要指标企稳回升，但
增速与周边兄弟省份比较仍
显偏后。4月份我省工业、投
资、用电量、财政收入等主要
指标增速有所回落， 必须引
起高度重视。”省统计局相关
负责人认为， 综合国内外经
济形势判断， 我省下阶段面
对的宏观环境可能趋紧，经
济下行的压力加大， 完成年
度经济增长8%的目标任务
压力不小。

【楼市】
商品房销售增幅放缓

前4月，湖南楼市销售呈
“高位趋缓”态势。具体来看，
全 省 商 品 房 销 售 面 积
1887.27万平方米，虽同比增
长18.7%，但增速比去年同期
回落8.1个百分点， 比一季度
回落7个百分点，为2016年以
来最低增幅。 值得一提的是，
受限贷限购调控政策影响，1
至4月长沙商品房销售面积
下降1.9%， 比去年同期大幅
回落29.5个百分点， 为2015
年3月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与此同时，前4月全省商
品房销售额增速也在减缓，
共完成销售额959.8亿元，增
长30.1%， 增速同比回落2.5
个百分点， 也是去年以来新
低。 但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不断推进，“三去一降一
补”成效初显，全省房地产库
存延续了自去年3月以来的
逐月减少趋势，4月末全省商
品房待售面积下降23.8%，同
比累计减少802.4万平方米。

【工业】
汽车制造业表现抢眼

数据显示，前4月全省规
模工 业 增加 值同 比 增长
7.1%，其中，高加工度工业和
高技术产业同比增速达两位
数以上， 六大高耗能行业增
长放缓，仅增长2.9%，表明全
省工业结构继续优化。 尽管
如此， 湖南工业生产回升仍
然面临一定的阻力。前4月全
省规模工业增加值、 工业用
电量、 铁路公路水运的货运
量等增速均比一季度出现不
同程度的回落。

从行业来看， 尽管专用
设备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表
现抢眼， 实现利润分别增长
1.9倍和1.5倍， 但整体来看，

部分传统优势行业尚未复
苏，新兴行业增长势头减弱。
具体表现有， 烟草制品业增
加值出现下降， 工程机械行
业由一季度的增长1.3%转为
下降3.2%， 回升态势明显受
阻；新兴产业中，电子信息制
造业增长21.8%，增速比一季
度出现回落。

【投资】
第三产业投资
占比超过六成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
驾马车”来看，全省经济增长
动力仍然保持稳定。 其中，1
至4月全省共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6496.6亿元， 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4405.5亿
元，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12.2%和11.3%； 与此同时，
全省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前4
月共完成进出口总额603.9
亿元，同比增长57.4%。

全省投资中， 第三产业
投资占比超过六成， 占据主
导地位；此外，农业投资较上
年同期增了三成， 高新技术
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增速高于全省投资水平。尽
管全省投资结构稳中趋优，
但合计占比超过60%的工
业、 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投
资仍然“表现不佳”，其中，工
业投资依然低迷， 仍处于去
年以来的下行通道。

【民生】
超七成公共财政支出
用于民生

在部分经济指标出现回
落的同时， 湖南民生保障则
继续加强。就业方面，1至4月
全省实现城镇新增就业27.5
万人，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39.3%。其中，全省各类新增
创业主体带动城乡就业人数
17.76万人；4月份长沙、株洲
两市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整体
呈下降趋势。

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物
价，也保持着温和涨幅。从主
要数据来看，1-4月全省居
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5%，
涨幅比上年同期和一季度均
出现回落。 其中，4月份全省
食品烟酒价格较上年同期出
现下跌，跌幅为2.6%。

与此同时， 全省民生投
入力度加大。前4月全省财政
用于民生的支出1479.24亿
元，同比增长21.47，占全省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七
成。其中教育、文化体育与传
媒、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均
同比增长两成以上。此外，前
4月全省民生投资也出现快
速增长，达628.6亿元，增长
35.1%，比全省投资快22.9个
百分点。

本报5月25日讯 盛夏时
节，一场与水果的约会，把来自
世界各地的人们汇聚在一起。5
月25日， 湖南湘潭金阳水果博
览会开幕，吸引了122家国内外
水果产地商家以及500多户水
果经销商。 本次博览会为期三
天，预计水果交易总量将达8万
吨， 交易总额可达5.6亿元，同
时拉动地方其他项目经济收入
1亿元。

当天， 组委会在展馆举行
了多场产地水果品牌推介会，

组织了100余家水果批发商与
参展商集中洽谈， 实现产销两
地零距离对接。

据了解， 湘潭金阳城项目
总规划1500亩， 分四期开发，
已投入运营的水果一级批发市
场占地400亩，目前进驻水果批
发商700余户，门面交易区有商
铺400个，整车交易区车位600
个， 其中过半车位用于进口水
果交易， 致力于打造中部地区
最大的进口水果集散中心。

■记者 潘显璇

本报5月25日讯 现场签
约21个项目，总投资达188.9亿
元，今天上午，国家级望城经济
技术开发区举行长沙智能制造
产业小镇招商推介暨重大项目
集中签约仪式，投资达100亿元
的亿达智造小镇、 新科电子智
能制造产业园等一批重大项目
落户望城。

此次签约项目涉及智能制
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
食品加工等领域，21个项目总
投资188.9亿元， 投资 100亿
元项目1个，50亿元项目1个，
10亿元以上项目1个， 亿元以
上的项目11个， 呈现出投资规
模大、区域创新能力强、品牌
影响力大、辐射面广、带动力
强等特点。其中，亿达智造小
镇、新科电子、东旭光电智造

园、 梦之湾大数据产业园等7
个项目由世界500强或上市公
司投资。

长沙亿达智造小镇项目总
投资100亿元， 项目分两期实
施，建设周期5年，一期502亩项
目将于今年11月份开工。

亿达中国是中国领先的商
务园区运营商，小镇按照生产、
生活、生态“三生共融”理念和
4A级工业旅游景区标准建设，
借鉴德国产业小城镇集群模
式，产业空间形态聚集的同时，
可共享一个在企业合作、 技术
转化、 人才培训等方面提供专
业化、高效率、低成本服务的网
络支撑平台，真正做到“小城镇
有大产业”。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陈柄丞
实习生 沈潘

本报5月25日讯 23日上午，
“2017中国城市轨道交通机电设备
与信息化创新应用峰会”在长沙召
开，共有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等近
30家地铁集团以及中国铁路设计
集团有限公司等多家设计院及高
等院校的500余人参加。

本次“峰会”持续两天，将主要
围绕轨道交通建设的属性和功能
进行机电设备、信息化、创新一体
化的综合利用发展交流与探讨，会
上，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周晓明分享了长沙磁浮快
线在工程技术方面的创新实例，如
通过对列车自动驾驶技术的创新，
目前可将磁浮单程运行时间稳定
缩减到18分钟以内，不仅较目前单
程运行时间缩短了1分30秒， 同时
大幅减轻了列车司机的工作强度。

■记者 叶子君

通过土地流转，森蓝农业科技园落户长沙岳麓区莲花镇桐木村，通过“高校+公司+基地”运
作模式，培育种植蓝莓、嘉宝果、樱桃等高品质小浆果。2016年，森蓝农业获评湖南省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最近，基地近20个蓝莓品种陆续进入成熟期，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采摘体验，采摘期
可一直持续到7月中旬。图为5月25日，游客在采摘蓝莓。 记者 胡信锋 刘尚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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