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郭芳 张曲）金融扶贫，产业先行。
今天，记者从进出口银行湖南省分行获悉，
该行全力支持省内涉农产业发展， 截至9
月末，“涉农”贷款余额54.92亿元，较年初
增长93.06%。

为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该行研究
制定了《金融精准扶贫规划（2016-2020
年）》、《2016年金融精准扶贫工作计划》，
明确了以产业扶贫、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扶
贫为主要着力点大力推进金融精准扶贫
工作，突出政策性银行定位，积极落实各项
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措施。

湖南进出口银行积极推动贫困地区
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该行累
计向龙永、 永吉高速公路发放贷款18.5亿

元，审批通过怀邵衡铁路15亿元、黔张常
铁路19亿元贷款，有力支持了贫困地区高
速公路、铁路路网建设；该行还致力于推动
农村地区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 发放了5
亿贷款支持郴州农村电网改造， 改善当地
农村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当地农业生产、农
产品加工和乡镇企业发展。

该行还通过信贷支持贫困地区特色产
业发展。向花垣县北欧玛鲟鱼养殖有限公司
发放中小企业信贷成长计划贷款，支持当地
鲟鱼养殖及鱼子酱加工产业发展；向安仁县
生平米业有限公司发放贷款，支持其年加工
20万吨稻谷项目建设；累计向阳光凯迪11个
生物质发电厂发放贷款20亿元，支持其在隆
回、永顺等贫困县收购农作物秸秆转化为电
能，切实提高当地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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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周琳

迅速崛起的中小城镇， 大规模迁徙的人
口大军，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经历着当下中
国这样高速度、有秩序的城镇化。

中部湖南，也被裹挟其中。至2015年末，
湖南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 达到
50.89%，较2011年提高5.79个百分点，城乡结
构发生历史性变化。

“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镇，意味着湖
南已经迈入‘城市时代’。”10月27日，“迎接党
代会 建设新湖南”全省推进新型城镇化新闻
发布会作出上述解读。

有序开展一批新型城镇化试点
省住建厅党组副书记、 副厅长袁湘江介

绍，省第十次党代会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新型城镇化工作，顶层设计日臻完善。先
后出台了《湖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纲要
（2014-2020年）》、《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5-2020年)》、《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和改
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湖
南省贯彻落实推进“三个1亿人”城镇化的实
施意见》等文件，修订了《湖南省实施〈城乡规
划法〉办法》，明确了我省推进新型城镇化的
总体目标、实施措施和工作重点。

经过积极争取，长沙市、株洲市、资兴市、
津市市-澧县、芷江侗族自治县被列为国家新
型城镇化试点。长沙市、常德市分别被列为国
家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试点和全国海绵城市试
点。浏阳市获批全国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望城
区铜官镇、芦淞区白关镇、桂东县沙田镇、桑
植县洪家关乡获批全国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
点建制镇。

同时， 省级新型城镇化试点全面启动。5
个地级市（城市群）、15个县市（新城）、28个建
制镇被列为试点， 围绕制度创新和设施建设
两大重点，分层次确定试点任务，探索推进新
型城镇化的新模式。

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达到5个
随着城镇化空间格局不断优化， 全省初

步形成了以长沙为龙头， 长株潭城市群为核
心，区域中心城市为依托，县城和中心镇为基
础的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相互协调、 共同发
展的城镇体系。共有设市城市29个（含地级城
市13个、县级城市16个），71个县城和998个建
制镇。其中，大城市、县城、建制镇的城镇人口
占全省城镇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2.63%、
28.34%、26.64%。

到2015年末，湖南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
有5个，比2011年增加4个，城市对人口的集聚
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长沙已成为Ⅰ型大城市
（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

准的通知》，即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
衡阳、株洲、常德、岳阳成为Ⅱ型大城市（城区
常住人口100万至300万）。

目前，湖南统筹推进长株潭城市群、岳阳
长江新区、郴州大十字城镇群、衡阳西南云大
经济圈、 邵阳东部城镇群、 怀化鹤中芷城镇
群、 永州冷零祁城镇带和娄底城镇带等区域
性城镇群发展， 以城市群作为推进新型城镇
化的主体形态，不断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

“两房两棚”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5年来，湖南大力推进“两房两棚”建设，

任务计划落实、 政策响应速度、 分配入住进
度、融资力度等均居全国前列，多次在全国会
议做经验交流和典型推介。

目前，全省建立了以公共租赁住房、经济
适用住房、 城市棚户区改造、 国有工矿棚户
区、垦区危房改造、林区棚户区改造为主要类
型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2011年至2016年9
月， 共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
266.98万套，49.41万户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
家庭享受了住房租赁补贴。

农村危房改造方面。2011年至2016年9月
全省实施农村危房改造109.46万户， 并通过

“调结构、保重点”，集中资金支持了建档立卡
贫困户、分散供养五保户、低保户、贫困残疾

人家庭等困难农户实施危房改造，让370多万
农村困难群众实现安居梦想。

2015年省里更是创新提出“整村整乡连
片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思路，在武广、沪
昆2条高铁沿线，武陵源、崀山2个世界自然遗
产和3个乡镇开展整体推进省级示范，涉及10
个市35个县市区122个乡镇，建成了一批具有
湖湘特色的美丽宜居村庄。

“两供两治”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
以城市供水供气、 城市污水和垃圾治理

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是近5年来湖南提升
城市综合承载力的重要抓手。 至今年9月底，
全省“两供两治” 设施建设已累计完成投资
520.3亿元，占规划总投资的77%；建成317个
项目，360个项目开工在建。

其中， 全省县以上城镇共有公共供水厂
216座、污水处理厂145座、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场104座，均已实现县县“全覆盖”，燃气普
及率达到85.46%。 全省共有园林城市县城42
个，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7.91%，相比2010
年提高5.67个百分点。

全省还积极推进地下综合管廊、 海绵城
市建设、黑臭水体整治以及雨污分流、管网改
造等。长沙市、常德市分别获批全国地下综合
管廊试点和全国海绵型城市试点， 获得中央

财政三年共24亿元资金支持， 湖南也成为全
国5个既获得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又获得海绵城
市试点的省份之一。自建国以来还首次开展了
全省范围内地下管线普查，标志着城市建设从
过去“重地上、轻地下”到“地上、地下并举”的
重大转折。

建筑业年均增加值占到GDP的6%
建筑业继续发挥支柱产业作用。5年来，全

省建筑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 总产值排名全
国第十位左右，年均增加值占全省GDP比重6%
左右，年均吸纳就业人口220余万。工程质量水
平进一步提升， 累计有64项工程获鲁班奖，297
项工程获芙蓉奖，939项工程获省优质工程奖。

房产地业平稳健康发展。2011年至2016年
9月， 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29137.35万平方米，
累计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4万亿元。其中，今年
前9个月积极“去库存”， 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
4094.0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5.9%；完成房地产
开发投资1752.4亿元，同比增长9.5%。

湖南还大力发展住宅产业化（装配式建
筑），成立了住宅产业化联盟，建成国家级住宅
产业化基地2个，省级基地6个，年产能从2013年
的480多万平方米发展到现在的2100万平方
米。目前，湖南已成为全国住宅产业化制度建设
最完善、生产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省份之一。

迎接党代会
建设新湖南

近5年来，湖南新型城镇化取得了哪些进展？10月27日举行的“迎接党代会 建设新湖南”全省
推进新型城镇化新闻发布会上，省住建厅用数字和事实给出了答案———

湖南阔步迈入“城市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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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7日，建
设中的长沙市梅溪
湖国际新城。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 10月 27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邓海龙 ） 自二季度始， 我省固定资
产投资增速逐月回落， 直至9月出现企稳回
升态势。 今天， 省统计局发布数据： 前3季
度， 全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8384.33亿元，
同比增长13.4%， 增速比1至8月回升0.3个百
分点。

基础设施建设、 民生工程和生态环境投
资是稳定投资增长的关键。 前3季度， 全省
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4813.06亿元， 同比
增长24.7%， 增速比全部投资快11.3个百分

点， 对全部投资的贡献率达43.9%； 完成民
生工程投资1741.63亿元， 同比增长46.5%，
增速比全部投资快33.1个百分点； 完成生态
环境投资848.06亿元， 同比增长37.3%， 增
速比全部投资快23.9个百分点。

但民间投资动力不足、 工业投资低迷等
问题依然存在。 前3季度， 全省完成民间固
定资产投资10799亿元， 同比增长2.9%， 增
速回落幅度明显， 且远低于全部投资水平，
占全部投资比重也比上年同期下滑6个百分
点； 完成工业投资6774.68亿元， 同比增长

7.8%， 增速较一季度和上半年分别下降6.7
个、 3.1个百分点， 其中， 制造业投资增速创
近年来新低； 企业技改热情不振， 今年以来
技术改造投资呈持续回落态势， 由一季度的
10.9%回落至上半年的4.2%， 至前3季度同比
下降1.9%。

目前， 我省固定资产投资本年实际到位
资金同比增长5.3%， 比完成投资增速低8.1个
百分点； 各项应付工程款同比增长41.1%，
比完成投资增速快27.7个百分点。 投资资金
显现供应偏紧态势。

2015年末
全省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达到50.89%
较2011年

提高5.7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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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末

全省城镇人口3451.9万人
比2011年新增476.9万人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企稳回升
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生态环境投资贡献大

赵强

10月24日，省政府办公厅发布《湖南省
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公布了76项基本公共
服务。其中，作为湖南人，可以享受到35项
免费公共服务，而外省市区来湘居民，只要
在湖南居住半年以上，同样可以享受城乡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服务。

打造阳光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就要
敢于“晒清单”———晒权力清单、晒财政预
算清单、 晒公共服务清单……近年来，“晒
清单”已然成为湖南政务的一种常态。

就拿这份最新“晒”出的清单来说，政府
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一目了然，政策价值取向
清清楚楚。从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到求职、创
业，政府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将覆盖民生
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今年新增加的两项
免费公共服务在内的多项公共政策，都在向
劳动者、创业者以及贫困家庭倾斜，反映出
政府公共政策为弱势群体兜底、 鼓励创新、
精准扶贫的积极性、导向性和能动性。

于百姓来说， 这份清单是一份理应知
晓的权利清单。 政府能够提供哪些公共服
务产品，哪些收费、哪些免费，其实是民众
作为公共产品消费者的基本权利， 晒出清
单就是满足民众的知情权。 而政府在想什
么、 做什么， 也能通过这份清单让百姓了
解、理解，进而获得群众的支持。同样，晒出
权利清单， 有助于消除信息不对称引发的
误解误会，将社会矛盾与摩擦防范、化解于
未然。

于政府部门而言， 这份清单则是一份
严于律己、体现政府自信的责任清单。人民
政府应当是阳光政府、服务政府，更应是责
任政府。清单一经“晒”出，意味着要接受民
众的检阅、检验和监督，督促政务部门不断
改革创新，提质增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公共产品需求。

从这层意义上说， 这份清单实际上也
是份改革、开放的清单，它载满民众的权利
和政府的责任， 其目标指向是让人民对改
革有更多获得感。

湖南进出口银行倾力金融扶贫
至9月末“涉农”贷款余额54.92亿元，较年初增长93.06%

晒公共服务清单
亮出政府自信

三湘时评

访谈嘉宾：
省国土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 方先知
整理：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问：用老百姓的话来概括省国土资源厅
的职能， 就是“四个一”： 一方地（土地资
源）、一块宝（矿产资源）、一张图（测绘地理
信息）、一登记（不动产登记）。与老百姓日
常生活密切相关，也与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密不可分。未来发展中，落实五大发展
理念，省国土资源厅如何提供资源保障？

方先知： 五大发展理念是行动纲领 。落
实到我们的工作中，就是坚持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 。“十三五 ”期间 ，
全省耕地保有量不低于6000万亩 ，基本农田
保护面积不低于5000万亩 ，高标准基本农田
建设不低于3000万亩 ；初步建成地质灾害综
合防治体系 ，“十三五 ”期间 ，采矿权总数控
制在6500个以内；实现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
型升级 ，动态监测国土空间变化 ，加快 “国
土资源云 ” 和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建

设；2020年形成覆盖城乡的不动产统一登记
体系和自然资源生态空间统一确权登记体
系，探索建立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和自愿有
偿退出机制，开展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
房屋所有权抵押融资试点。

问 ：农村经济发展越快，农民建房需求
越多，我省怎么保障村民建房用地？

方先知：总的宗旨是充分保障农民建房
的合理需求 ，计划指标应保尽保 。根据我省
《关于规范和改进农村宅基地管理的若干意
见 》，明确 “一户一基 ”的原则 ，用地面积使
用耕地不超过130平方米 ， 使用荒山荒地不
超过210平方米 ，使用其他土地不超过180平
方米。 严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宅基地 ，严
禁为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和违法建造的住
宅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在每年制定和下达用
地计划指标时 ， 省国土资源厅将每地总额
5%的用地指标单列，明确专用于农民建房。

问 ： 如何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
法权益？

方先知 ： 征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

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
费 。其中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的具体
标准 ，由各市州人民政府制订 。由于各地经
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人均收入增长幅度不一
致等原因，各市州对相关补偿标准的调整工
作进度不一 。今后 ，我们将督促有关市州抓
紧做好补偿标准的调整工作，切实维护被征
地农民合法权益。

问：我省是地质灾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
一，老百姓如何科学有效避险？

方先知：要做到5个字，即听、查、看、记、
让。“听”就是要积极参加地质灾害防治知识
宣传宣讲 ， 了解掌握地质灾害防治常识 。
“查 ” 就是要经常查看房前屋后有没有异常
情况发生。“看”就是要经常看当地的天气预
报，看国土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
预警预报信息。“记”就是要牢记应急预案明
确的报警信号撤离方向、路线以及临时安置
地点。“让”就是提前撤离，主动避让，遇到险
情时 ，要向滑坡 、崩塌 、泥石流滑动 、坠落方
向的两侧跑，千万不要顺着跑。

如何为湖南未来发展
提供资源保障

百姓问 厅长答
———新理念落地湖南系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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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省用水普及率

达到93.52%
相比2010年
提高1.9个百分点

2015年燃气普及率

达到85.46%
相比2010年提高
6.81个百分点

2015年污水处理率

达到92%
相比2010年
提高19.81个百分点

2015年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达到99.4%
相比2010年
提高48.76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