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10月19日， 岳阳市城陵矶国际集装
箱码头， 吊机正在卸装货物。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 � � �如果把改革比作一道复杂的函数题， 因变
量是顶层设计与决策， 自变量就是基层创造和
推动。

回顾湖南这一轮改革历程，有闻令而行，不
抢跑、不延宕的“统一改革”，更有层出不穷，激
活力、强动力的“自选改革”，既为湖南发展破题
试水，也为全国深化改革探路，成为这片土地上
最嘹亮的改革之声。

放眼三湘大地，基层改革关照全局、大胆探
索，再次激荡春潮。

宁乡县大成桥镇鹊山村党总支书记陈剑没
想到，两年前村里自发搞的一项“土改革”，引爆
了媒体关注，走出了县、市，正向全省推广。

“土改革”改的就是土地。鹊山村4000多亩
农田，双季稻种植面积却只有800亩，大量农田
抛荒，“有田无人种、有人无田种”。困境倒逼改
革，陈剑带领乡亲们在无数次碰撞中寻找出路：
成立“土地银行”，对土地进行统一管理、整体流
转、合作经营，农民既拿租金，又能享受土地合
作社的二次分红。短短一年，全村双季稻面积增
至2800亩，粮食年产量增收1400吨。

“思想有多远，路就能走多远。”聚焦发展问
题，回应百姓关切，发挥群众首创精神，基层这
一轮“改革赶考”“改革探索”，以利益的保障、活
力的激发，给公众带来了满满的获得感。

建设领域投资审批“长征”，敢不敢攻克？在
株洲，针对企业“跑项目”难题，当地以“不换思
想就换人”的硬决心，将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时间
由200多个工作日削减到65个工作日。

山村老百姓“看病难”，能不能解决？在武
冈，村村建起高标准的卫生室，市乡医院医生
到村里定时坐诊带班，打通了医疗服务“最后
一公里”。新医改的“武冈经验”，获得中央改革
办推介。

边远乡镇群众“办事难”，有没有大招？在怀
化，简政放权“一放到底”，将8大类51项职能下
放或委托给乡镇政府，老百姓“办事不出乡”，公
共服务送到了村门口。

贫困户搞养殖种植，能不能贷款？在麻阳，
贫困户经过评级授信， 无需抵押和担保就能贷
到款，通过小额信贷的引领、孵化，引导当地贫
困户发展特色产业1.2万多亩，趟出了金融扶贫
的新路子。

……
2016年8月18日， 省委深改组会议首次专

题聚焦基层改革探索，向全省推广一批来自市、
县乃至村一级的改革经验，涵盖三农服务、社区
管理、公共资源交易、警务创新等多个领域，改
革不断产生裂变效应。

改革免不了试错，探索也可能失败。湖南建
立容错纠错机制， 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对改革
创新者予以免责，解决改革者的后顾之忧，为担
当者担当，让干事者无忧，深度激发基层一线和
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的积极性。

改革“总引擎”，点燃了湖南发展新动力。今
年1-9月，全省GDP同比增长7.6%，新产业、新
业态、新商业模式等“三新”经济增长势头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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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当先”勇向前
———全面深化改革的湖南探索

� � � � 2014年1月28日， 距离除夕只有2天了。
湖南省委十届九次全会的讨论现场热气腾
腾。

在这样一个罕见的时间节点召开省委
全会，议题备受瞩目。静静地摆在与会者桌
上的，是含金量很高的《中共湖南省委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这份1.7万字的文
件，用133个“改革”、33个“创新”，开启湖南
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

如果说，30多年前的那场改革，带着“摸
着石头过河”的深深烙印，那么，这一轮全面
深化改革更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更
像是“配备导航的勘探”，有方向、有轨道。

湖南改革该沿着什么样的轨道行进？湖
南决策者清醒认识到， 必须注重顶层设计，
牢牢抓住“四梁八柱”性质的重点改革。“立
好了支柱横梁,才能添砖加瓦砌高楼。”

改革向9大领域精准发力———深化经济
体制改革激市场活力，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
政府职能，深化农村改革唤“沉睡资本”，深
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护碧水蓝天，深化民主
法制改革保公平正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
文化繁荣，深化司法与社会体制改革增百姓
福祉， 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新党风政风，
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引反腐深入。

迎着问题上，向着深处改。在问题中把准
改革脉搏，在解题中认识改革规律。改革直指
“审批多”“审批难”顽疾。省市县三级政府全部
亮出责任清单、权力清单，大幅精简、下放行政
权力。省本级行政审批事项减少47%，市州取
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1000多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出“组合拳”。钢铁
业50万吨产能退出，煤矿“散小乱”状况得到
彻底根治，逐项清理行政事业性和经营性收

费，为企业年减负近30亿元，资金、项目向发
展薄弱环节和民生急需领域重点倾斜。一去
一降一补之间，为湖南发展“固本培元”。

国资国企改革啃下“硬骨头”，“新土改”
在全省广泛铺开， 省管国有文化资源整合
“大戏连台”，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国领先，
司法和社会体制改革多点突破……紧紧牵
引住9大领域改革“牛鼻子”，改革不断向纵
深挺进。

注重系统、集成发力，既是湖南全面深
化改革的方法论，也是实践检验的“改革真
经”。

深秋时节，走进冷水江市金竹山镇东风
村，漫山遍野跳动着绿色，几年前千疮百孔
的模样一去不复返。

回忆起当年景象， 村民们心有余悸：东
风村就在锡矿山脚下，40多家小煤矿密布村
里，80%的房屋成危房， 吃水靠消防车送。田
间山头，满目焦黑。

东风村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娄底这个资
源枯竭型城市的困境。站在十字路口，娄底
何去何从？

小打小闹、修修补补不是改革，按下葫
芦浮起瓢更不是改革思维。必须聚焦资源型
城市转型发展进行系统性改革！省、市决策
层的意见高度统一。重拳整治、生态修复、产
业涅槃……娄底在艰难中突围转型。

一手创新，一手开放，省会长沙聚焦创
新开放系统性改革，经济增速居中部省会城
市第一位；“湘西明珠” 张家界倾情全域旅
游，今年旅游人次、旅游总收入保持30%以上
的高增长；“北大门” 岳阳专注开放大文章，
大口岸带来大流通，培育起大产业……瞄准
发展战略，校准发展定位，找准改革路径，三
湘大地，改革风起云涌，波澜壮阔。

� � � � 江苏每60人有一家私营企业， 湖南每
215人才有一家私营企业；2014年，湖南97个
县的GDP平均为167.7亿元，仅相当于江苏的
27.8%；2014年， 湖南进出口总额为310亿美
元，仅相当于广东的2.88%……

对比发达省份， 湖南发展不足、 发展不
优、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直面问
题，湖南人不躲不避、迎难而上，一个专题一
个专题推进改革， 一个难关一个难关逐一攻
坚。

10月19日，岳阳城陵矶码头。细雨蒙蒙
中，一艘艘千吨级大船往来穿梭。

一艘满载木浆的海轮从香港远航而来，
即将靠岸，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业务经理
王子刚步履匆匆迎上去。“过去要到上海报
关，非常麻烦。现在岳阳到香港有了直航，且
就地报关，便捷多了。这趟船只走了9天，时间
成本、经济成本都节约了1/3。”

全面借鉴上海自贸区经验， 下放审批权
限、改革通关模式、开通国际直航、打破传统
外贸服务模式……湖南开放发展的广度与深
度不断拓宽，139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湖
南，今年1-9月，湖南对外直接投资13.6亿美
元，同比增长33.6%，总量居中部首位；引进
外资97.4亿美元，同比增长11.6%。

湘江西岸， 长沙梅溪湖创新中心在短短
一年内就吸引了80多家创新创业型企业入
驻。3天拿下营业执照，两个月拿到天使投资，
半年内产品上线， 湖南念念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下个月就能盈利，实
现了当年创办、当年盈利。

在长沙，这样上规模的众创空间超过80

家， 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在这里追逐自己的创
业梦想。从“先照后证”到“三证合一、一照一
码”，再到“五证合一”，湖南商事制度改革不
断加码升级，激活非公经济“一池春水”。新登
记注册市场主体如雨后春笋： 去年共增加
46.77万户，同比增长10.31%，吸纳就业超过
140万人。

穿行在大山深处的浏阳市大瑶镇， 记者
仿佛来到了某个发达县城：汽车川流不息，街
道两旁不时闪过苏宁、 华天、 通程等知名品
牌。2013年，大瑶镇获得“准县级”权限，甩开
膀子大步发展，吸引大量民间资本进入，城镇
建设热火朝天。抓镇域、强县域，改革让浏阳
这个“山区县”不断逆势赶超，成功跻身全国
县域经济30强。

浏阳是湖南县域发展的一个缩影。13个
县(市)纳入省直管县改革试点，赋予试点县
（市）行使与市州相同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9
个月攻克全省乡镇区划调整这一重大改革，
共撤并527个乡镇、1.7万个建制村，减掉多余
负重，换来轻装上阵。湖南县域经济迸发出强
劲发展活力：2015年，全省近7成GDP来自县
域，县域GDP总量达到2万亿元。

大魄力、大手笔！今年6月，湖南一次性引
进18位中央金融人才入湘挂职， 担任金融副
市长或其他相关职务，引发全国瞩目。拉长金
融短板，湖南精准发力，壮大金融主体、拓宽
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优化金融环境，金
融为实体经济注入“源头活水”。

紧咬发展、紧盯难点，一抓到底。新一轮
改革攻坚，处处闪现湖南人扎硬寨、打硬仗的
血性和勇气。

精准发力，构筑湖南改革“四梁八柱”

2 动真碰硬，紧扣发展难题各个击破

3 大胆探索，基层“自选改革”激荡春潮

� � � �2014年1月，湖南省委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下设9个领域改
革专项小组。

2014年1月28日， 省委十届九
次全会审议通过 《中共湖南省委
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实
施意见》。

2014年2月，在全国率先出台《湖
南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2014年3月，出台《中共湖南省
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成为继上海
之后全国第二个出台国有企业改革
实施意见的省份。

2014年11月，出台《深化省管国
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方案》，重
组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湖南广播影
视集团、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等
三大文化产业龙头。

2015年5月，出台《湖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的实施意见》，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
业户口性质区分， 统一登记为居民
户口。

2015年 5月 ， 全面推 开 营 改
增试点。

2015年9月，全省新一轮乡镇区
划调整改革启动。

2015年11月 ，全面启动公车
改革。

2015年11月，出台《湖南省教育
综合改革方案》。

2016年1月， 省纪委7家新设派
驻纪检组正式组建， 分别派驻省委
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
委统战部、省人大机关、省政府办公
厅、省政协机关。

2016年5月，出台《湖南省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意见》。

2016年6月，全面开展医药卫生
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实施8个方面33
项医改任务。

2016年4月，出台《湖南省全面
深化改革督察办法》。

2016年8月，出台《鼓励、规范改
革试点和探索的意见》。

2014年2月至2016年10月，省
委深改组共召开23次会议， 审议出
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
建设等领域改革方案99个。

� � � �全面深化改革，我们是改革者，
也是受益者。 拿我们区级城管行政
审批来说，审批程序砍了一半，审批
时间减了一半， 老百姓感受到了快
捷与便利，纷纷点赞。我们也觉得很
有成就感。

———长沙市天心区城管执法局
办公室主任 张琳

县里向乡镇简政放权，把9大类
56项下放到乡镇和村里。 乡亲们原
来需要跑几十上百里山路到县里办
事，现在乡里、村里就能办 。大家发
自内心地支持改革。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县委
改革办科员 钟志礼

我是村里的特困户， 除了一栋
破旧的祖屋， 再没值钱家当。 没想
到，就凭着这栋祖屋，我在银行贷到
了款，现在养了20头猪，脱贫就有希
望了。

———浏阳市镇头镇跃龙村村民
罗清泉

大事记

百姓感言

1000
项

30
亿元

� � � 省 本
级行政审
批事项减
少 47% ，
市 州 取
消、 下放
行政审批
事项1000
多项。

� � � � 去 年
取消、降低
80多项行
政事业性
收费和服
务性收费，
企业负担
年减轻 30
亿元以上。

1745.8
万亩

1610
万吨

46.77
万户 54.73

万名 15
分钟 17442

个

� � � �全省农
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确权
登记颁证试
点广泛铺
开， 累计流
转 土 地
1745.8 万
亩。

� � � � 去 产
能取得成
效，全省关
闭257处矿
井，退出产
能 1610万
吨；钢铁退
出产能 50
万吨。

� � � �商事制
度改革不断
走向深入，
去年新登记
注册市场主
体 共 增 加
46.77万户，
吸纳就业超
过140万人。

� � � �教育综
合改革彰显
公平，54.73
万名进城务
工人员随迁
子女与当地
居民子女同
等享受义务
教育。

� � � � 基 本
医疗服务
可及性上
升 ，80%
以上的居
民15分钟
能够到达
最近的医
疗点。

� � � � 新一轮
乡镇区划调
整完成，全省
共合并乡镇
524个、 建制
村17442个，
减幅为25%
和42%。

数说湖南改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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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赵成新 唐婷 田甜

不忘改革初心，坚定改革决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擂响全面深化改

革的战鼓。敢为人先的湖南人，闻鼓向前，攻

坚拔寨，改革如声声春雷滚滚而来。
近三年时间里，省委深改组先后召开23次

会议，聚力系统性、专题性、探索性改革，真刀
真枪、真抓实干，啃下一个又一个“硬骨头”，打
下一场又一场攻坚战。300多项改革任务基本

实现阶段性目标， 一批改革走在全国前列，一
批改革形成湖南特色， 一批改革实现创新突
破。

改革的“一马当先”，带动了湖南发展的
“万马奔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