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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民生账本，放在为政者心头；一串民
生硕果，挂在百姓笑脸上。

“财力有一分增长，民生就有一分改善。 ”
这是芙蓉区对百姓的庄严承诺，这份承诺让芙
蓉区的发展动力不竭，脉络更明。

每年新增财力的八成用于民生， 芙蓉情
怀，令人动情。

芙蓉情怀，体现在精品城区的锻造上。“大
拆违”、老旧社区改造、背街小巷改造，精致的
城市建设、精细的城市管理，勾勒出精品城区
的清新模样。 未来 5 年，芙蓉区将高标准开展
新一轮造绿大行动，新建社区公园 20 个以上，
新增绿化 150 万平方米以上； 提质改造芙蓉

路、韶山路、人民路等主次干道，打造“一街一
品一特”的特色街巷。

芙蓉情怀，体现在教育工程的建设上。 芙
蓉区委、区政府提出了均衡、优质、高效的办学
理念， 把部分薄弱学校作为改造建设的重点。
通过移植辖区内优质学校的先进办学理念和
管理模式，与教育薄弱学校集约发展、结对帮
扶、捆绑发展。 未来 5 年，芙蓉区还将新增学位
2 万个， 公办幼儿园和普惠型幼儿园占全区幼
儿园总数八成以上。

芙蓉情怀， 体现在公共文化服务的提升
上。 设施网络化、供给多元化、服务普惠化、活
动品牌化，这是芙蓉区建构公共文化体系的基

层。 目前，芙蓉区体育馆、文化综合站等文体硬
件设施的配套逐步完善，电影、图书、培训等文
化惠民活动有序展开。 未来 5 年，芙蓉区将在
主城区构建 10 分钟、15 分钟、30 分钟公共文
化圈，打造“魅力芙蓉”等一批标志性文化广场
和文化活动品牌。

芙蓉情怀，体现在医疗体系的完善上。 自
2012 年以来， 芙蓉区启动家庭契约式卫生服
务工作，街道居民和常住居民凭有效证件或既
往就诊病历资料， 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
便能享受到十一项免费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及“诊疗直通车” 等多项个性化服务。 未来 5
年，将建设布局均衡、覆盖街道社区的医疗服
务体系， 完善政府购买公共卫生服务机制，全
面建成更高水准的健康医疗服务圈。

芙蓉情怀，体现在就业工程的打造上。 芙
蓉区专门建立了创业就业服务中心， 最新岗
位、就业信息及时推送。 每隔一段时间，中心还
会开办技能培训班， 百姓可以免费学习家政、
维修等技能。 未来 5 年，芙蓉区将推动就业优
先战略、实施万众创新创业工程，加大对困难
群体的就业帮扶力度，努力实现新增城镇就业
8 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 1.9 万人……

一项项民生工程，书写着芙蓉执政者对民
生幸福的孜孜以求、 对万家忧乐的心系情牵。
政府给力，百姓得利，区域发展后劲有力！

从“五一路时代”到“东提西拓”、“一带两
区”到“四个芙蓉”开创发展新局，我们看到了
芙蓉区战略蕴含的广阔发展前景；

从传统商贸到电子商务、 现代服务业、现
代种业和生物医疗等“全面开花”的产业格局，
我们领会着芙蓉区转型创新的蓬勃生机；

从老旧社区改造、三年造绿行动到“大拆
违”到基层治理、有机棚改、特色文化街区改
造，我们见证着芙蓉区为建设具有国际品质和
湖湘文化特色的精品之区的务实举措；

从缓解“就医难”、“就业难”到深层次配置
公共资源、加大民生投入，我们感受着芙蓉区
为政者沉甸甸的民生责任、民生情怀……

如此，从保护一条河，到因河筑梦、因河而
兴，再到开创属于芙蓉区的浏阳河时代！

时间可以作证！ 浏水可以作证！

浏水作证
———长沙市芙蓉区加快推进“四个芙蓉”建设

欧阳倩

九曲浏阳河，款款西去，在第六道湾
拥抱长沙市芙蓉区。 千百年来， 浏水悠
悠，见证芙蓉区的发展。

追随浏阳河的潺潺足迹， 芙蓉区壮
丽篇章徐徐铺展， 湖南感知着芙蓉
区———

感知着芙蓉担当。 从“东提西拓”到
“一带两区”再到“四个芙蓉”，芙蓉区的
发展跫音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高度契合。 敢于改革的勇
气，创新转型的魄力，为区域发展提供了

“芙蓉经验”。
感知着芙蓉作为。在“大拆违”、有机

棚改等重大行动中， 芙蓉区上下团结一
心，甘于奉献、善于作为，以抓铁有痕、踏
石留印的韧劲和“钉钉子”的精神，一步
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把芙蓉事业推

向新的高度。
感知着芙蓉贡献。从“单兵作战”，到

加入长沙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征程，
再到在湖南“创新引领，开放崛起”中贡
献芙蓉力量， 芙蓉区不断把理念转化为
行动，把部署细化到实处，一步步跻身世
界舞台。

回顾过去的 4 年， 芙蓉区留下的不
仅仅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出路， 也有湖
南对这个老城区的新认识， 更有走向世
界走向未来的新力量。

今天的芙蓉区， 已经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

这个起点，是芙蓉区全面深化改革、
增加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新起点；是
芙蓉区与省委省政府、 市委市政府同频
共振、创新开放崛起的新起点。

廓清方向、提振信心、注入动力———
一个全新的、自信的芙蓉，阔步前行！

有一种相伴，维系千古，自是世间少
有的美！

浏阳河，从芙蓉区穿城而过。生活于
斯的人，很容易掌握芙蓉区的地理方位。

智慧的人会发觉，芙蓉区在做的，正
是在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上， 因地制
宜地进行战略布局：河之西，为中央商务
区；河之东，为隆平新区；沿河者，打造文
化旅游产业带。

芙蓉区决策者，清醒而果断。区委书
记于新凡说：“未来五年， 将建设转型升
级的财富芙蓉、 推进创新驱动的智慧芙
蓉、彰显精致秀美的魅力芙蓉、实现全面
共享的幸福芙蓉。 ”

———芙蓉战略， 高瞻远瞩、 明确清
晰！

以“四个芙蓉”为发展战略，芙蓉区
沿河布子。

———全域 CBD 将成为“四个芙蓉”
的战略支点。

4 年来，芙蓉区 GDP 和财政总收入
分别迈入千亿和百亿大关，芙蓉 CBD 更
成为长沙商业楼宇最密集、 投资强度最
高、总部企业最集中的产业高地。 未来，
一个现代产业体系更加完善、 经济结构
更加优化、 增长支撑更加多元的全域
CBD 将呼之欲出。

将实行传统楼宇改造计划和新兴产
业扩张计划， 加快建设一流品质的商务
楼宇、路网体系、配套设施，奖励、扶持特
色楼宇、总部楼宇。 推进 CBD 载体高端
化、 绿色化和智慧化， 重点发展信息技
术、高端服务等新型产业。

———隆平新区将成为“四个芙蓉”的
战略路径。

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现代农业、新
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汇聚， 生物育
种、 精准医疗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强力推
进，隆平高科技园区朝着“千亿级”园区
迈进。

依托长沙市打造国家交通物流中心
的契机，建设以城市快递、交通运输、现
代商贸、 电子商务配送为特色的区域性
物流中心。 同时，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支撑服务体系建立， 广发隆平创业基

地、 豪丹创业园等大批创新创意孵化基
地亮相， 芙蓉的脚步， 正与长沙市打造

“三个中心”的足音同频共振。
———浏阳河文化旅游产业带将成为

“四个芙蓉”的战略阵地。
文化艺术、 传媒音乐以及数字动漫

等文创产业不断集聚， 成为艺术家的梦
想工坊。在产业带的带动下，湘粤先进技
术产业园、 中房瑞致等多个投资过亿元
的项目相继落户芙蓉区。

还将用五年时间，合理布局产业，将
其打造成媲美塞纳河、秦淮河的集娱乐、
商业、 景观于一体的世界级文化旅游项
目， 成为中国中部地区最好玩的地方之
一。

于新凡提出：“要看到芙蓉区作为中
心城区的体量和潜力，不为风雨所动，不
为杂音所扰，不为困难所阻，精益求精促
产业， 精雕细琢提品质， 精准精心惠民
生。 ”

如此，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
之外！

冲破发展桎梏，需要改革；突破发展
瓶颈，需要改革。 区域发展、国家前行，都
需要改革。

改革很宏观，涉及芙蓉区各行政部门
和园区企业。 行政效率，要在改革中提高；
行业作风，要在改革中转变；产品服务，要
在改革中升级。

改革很微观，每个生活在芙蓉区的老
百姓，最关心的不是改革的口号，而是改
革后的细节变化：办事方便了没有？ 环境
改善了没有？

改革，可利用“他山之石”。 芙蓉区在
省内率先创办国内外知名专家组成“芙蓉
名家讲坛”，请专家学者来“号脉”开方子。
今年 10 月， 芙蓉区牵手国家级高端智库
平台，利用国家顶尖高校资源打造芙蓉智
库。 通过定制式的智库研究，引入创新“大
脑”以智引才、以智聚才、智慧发展，论道
芙蓉发展。

改革，要有敢于向自己“开刀”的决
心。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政府流程再造，
行政审批和商事制度改革……芙蓉区以
政府权力“减法”，换取发展活力“加法”。
一次次的清理，一次次的精简，芙蓉区区

级行政审批事项由原来的 249 项精简为
53 项，精简率达 79%，实现了行政事业性
收费“零收费”。

主动接受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监
督，完善区两办督察督办、舆情收集和分
析、考核问责等工作机制。 如此，置权力于
更有效的监督下，芙蓉区风清气正。

改革，要有甘为“孺子牛”的诚意。 今
年 8 月以来，芙蓉区新一届领导班子多次
调研项目、走访企业，为项目建设牵线搭
桥，为企业排忧解难，沉下身子精准服务，
引得大批“大好高精尖”企业入驻。

组织召开重点税源企业座谈会、民营
经济发展座谈会，出台系列补贴、奖励、扶
持政策。 同时，突破以往由税务机关主导
的定税工作模式，把市场个体税收的定税
权让渡给纳税人， 让纳税人交明白税、放
心税。

“改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闭门造
车。 改革是在对话中迸发新思想，是在前
进中寻找新方向。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培
育市场主体，完善服务体系，为‘四个芙
蓉’创造良好发展条件。 ”区委副书记、代
区长周春晖在接受采访时说。

芙蓉改革：
催生区域发展最大活力

芙蓉情怀：
成为区域发展最大动力

芙蓉战略：
走出区域发展最佳路径

芙蓉区都正街藏身闹市，而内敛厚重。

浏阳河婚庆园，爱情文化 +婚恋产业，激活发展潜力。

提质改造后的九道湾社区公园，扮靓了家园风景。 (本版图片均由芙蓉区委宣传部提供)� � � �版式设计：唐瑾

坐落于芙蓉区 CBD 的
芙蓉广场，豪迈、大气、现代
是它的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