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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积木式建房子，3天建好一层楼……位于
长沙岳麓区的尖山印象公租房项目，7栋高层建
筑采用装配式建筑方式， 一年即实现全部封顶。
而传统建筑方式需要 24至 30个月。

“快”并不是装配式建筑的唯一优点，它还
能实现节水 80%、节能 70%、节材 20%。 今年
3 月， 全国装配式建筑工作会议选在长沙召
开，就是对我省装配式建筑发展成绩的充分肯
定。

目前， 全省有国家住宅产业化综合试点城
市 1个 (长沙市)， 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6
家，省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15 家，年产能达
2460 万平方米， 累计完成装配式建筑面积
2000多万平方米。 远大住工、中民筑友等龙头
企业已在全国 100多个城市布局。

春华秋实，三年有成。回溯过往，我省是全
国最早扶持装配式建筑（住宅产业化）的省份
之一，省政府相继出台《关于推进住宅产业化
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
的实施意见》。 同时，出台了《装配式钢框架结

构技术规程》等 7 项地方标准，以及生产基地
奖励、建筑容积率奖励等一系列扶持政策。

推动建筑业绿色转型发展， 省政府 2013
年出台《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全省绿色建
筑评价标识项目达到 334 个， 建筑面积 3750
万平方米。 全省建筑节能率由 50%提升到
65%，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执行率达到 100%。
7 市 16 县 1 镇获批国家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地区示范。 探索既有建筑改造技术路径，搭建
公共建筑节能管理平台，“十二五”期间全省完
成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面积 200多万平米。

我省还大力推广 BIM 技术， 成立了 BIM
推广组织湖南省 BIM 联盟， 建设了湖南省
BIM公共服务和数据平台“天河微云”。省政府
办公厅 2016 年出台《开展建筑信息模型应用
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以“三年行动计划”加
快 BIM技术应用。

在建筑行业监管上， 我省通过整体推进
“安全质量标准化、监督工作规范化、监管信息
化”，强化市场机制、现场实体“两场联动”，狠

抓基础建设、制度建设、监督执法“三条主线”，
落实属地管理、企业主体、部门监管、服务行业
“四个责任”，实现了行业安全发展、科学发展、
健康发展。

目前， 全省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形势持续平
稳向好， 百亿元产值死亡率下降到 0.3人以内，
省住建厅连续八年被省委、 省政府评为安全生
产“先进单位”；工程质量水平进一步提升，累计
有 38 项工程获鲁班奖，311 项工程获芙蓉奖，
1214项工程获省优质工程奖。

全省建筑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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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挥支柱产业作用。 当前
全省有建筑业企业 7095 家，其中特级企业 13
家、一级（含施工总承包和专业承包）企业 598
家企业。

建筑市场秩序日趋规范，全省建筑工程违
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和挂靠等违法违规行
为逐步减少，各方主体依法建设的自觉性明显
增强。

周琳 肖亚平 邓欣 夏依宁 王畅

这是一股无法阻挡的潮流，已经改变
并将继续深刻改变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

这是一项充满活力的事业，已经形成
并将持续形成推动中国前进的巨大力量。

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 速度最快的城
镇化进程，正在神州大地铺开。 党的十八大
以来，湖南的城镇化进程更是明显加快，至
2015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
过 50%，正式进入“城市时代”。 而城镇化率
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有 70 多万农村
人口转移到城镇。

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全省
住建系统深刻认识到， 从过去的专业技术
部门向宏观管理部门转变， 自身已经站在
了经济建设的第一线， 冲在了社会发展的

最前沿； 住建工作的内涵围绕 “住”、“建”、
“管”、“服”四个字不断丰富，对全系统提高
服务能力和监督能力的要求更加迫切；高
举新型城镇化这面大旗，以“双修双改”为
城乡建设的总抓手，着力打造“人文住建、
绿色住建、 智慧住建” 的施展空间更加广
阔。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
大发展理念，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不断改
善人居环境，让老百姓从有居到适居到宜
居，让城乡居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
感。 ”回首这五年，全省住建系统扎实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把“服务发展”
作为第一要务，把“住有所居”作为重要
使命，把“维护安全稳定”摆在重要位置，
凝聚共建湖湘的强大合力，舒展昂扬激越
的发展画卷。

迅速崛起的中小城镇，大规模迁徙的人
口大军，城市建设已经成为全省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引擎。 全省经济总量的 83%在城镇实
现，全社会投资的 88%以上、消费的 90%在
城镇发生。

“以人为本，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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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城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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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郴
州市、祁阳县、东安县芦洪市镇纳入国家新
型城镇化试点名单。 至目前，我省的国家公
园、地下综合管廊、海绵城市、装配式建筑基
地、城市双修、城市设计等“国”字号试点累
计达到 22个。 与之配套的是制度创新，全省
各地均放开了农民进城落户限制，居住证制
度全面推开， 土地制度改革稳步推进，PPP

模式得到广泛推广。
城镇化率超过 50%，意味着新的“城市

时代”到来，各类生产要素不断向大城市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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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随着多
条快速交通网络的完善，城镇之间的联系不
断强化，初步形成了以长株潭为中心的放射
状城镇轴：长 - 岳城镇发展轴、长 - 衡 - 郴
城镇发展轴、长 - 益 - 常城镇发展轴、长 -
娄 -邵 -怀城镇发展轴。

全省 100 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增加到 5
个，城市对人口的集聚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其
中，长沙成为Ⅰ型大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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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化速度和质量双向提升，全省城镇化
率由 2012 年底的 46.65%增长到 2016 年底
的 52.75%，年均增长 1.53个百分点，常住人口
从 6638.9万增加到 6822万。全省新增国家级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街区的数量分别
为 1个、2个、7个和 1个， 新增省级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村的数量分别为 2个、3个和 26
个，特色小镇 16个，传统村落 257个。

安居方能乐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省
保障性安居工程历年计划任务均排在全国
前列， 全省自 2012 年以来共开工建设保障
性住房和各类棚户区改造 251.85 万套（含保
障性住房 72.13 万套 、 各类棚户区改造
179.72万套）， 完成直接投资 4547.92亿元。
共争取中央补助资金 870.63 亿元、配套省级
专项补助资金 133.55 亿元，通过政策性银行
筹融资贷款已到位 1389.94亿元。

各地纷纷将重点投向城市的“暗斑”棚户
区，“改”了城市旧貌，“造”出城市新颜。

湘潭市雨湖区近 5 年来共实施棚户区
改造项目 64 个，涉及 3.2 万户，包括湘潭火
车站片区棚改、一环东路棚改、万楼片区棚
改、 风车坪社区综合整治等项目； 岳阳市
2016 年启动中心城区十大棚户（旧城）区改
造，锁定 1318万平方米、惠及 15.4 万户居民
的改造目标……由于成绩突出，我省的推进
棚户区改造工作在今年 6 月获得国务院通
报表扬。

告别棚户区搬新居， 房地产业也实现了
平稳发展。 2013 年至 2016 年，全省年均完
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2771 亿元， 占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的 12%； 年均商品房销售面积
6461万平方米，年均销售额 2829亿元，占全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 25.4%。

与此同时， 近五年全省发放住房公积金
贷款 1297.4 亿元， 比 2007 至 2012 年同期

增长 143.3%。仅 2016年全省就有 11.6万户
家庭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消费， 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的市场份额占到全省各类金
融机构的五分之一。

在农村， 危房改造开展得有声有色。
2013 年至 2016 年，国家下达我省危房改造
任务 69.86 万户、补助资金 55.46 亿元，省级
补助 20.96 亿元， 实际完成危房改造 75.27
万户，完成率 107.74%。

值得一提的是，从 2015 年开始，省住建
厅大力推进农村危房改造“连片推进”和整体
示范。 当年新增的 8万多户改造任务， 就主
要用于整村整乡示范、 贫困地区重点帮扶和
武广、沪昆高铁等沿线风貌改造省级示范。

子落棋盘，清脆有声，“连片推进”实施一
年多后效果突出。 各地结合易地扶贫搬迁、
库区移民、避险救灾、景区提质、传统村落保
护等工作， 建成了一批具有湖湘特色的美丽
宜居村庄。 至 2016年 9月底，省级示范共完
成 28640 户农村危房改造， 总建房面积
25.82万平方米， 解决了 9.13 万名困难群众
安居问题。 而结合开展村庄整治， 规范农村
建房，治理污水垃圾，让 638 个村庄的人居
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今年国家又下达我省危房改造指标
12.97 万户、资金 17.64 亿元（总量排全国第
四），省级补助资金 14.11 亿元（含危房改造
扶贫专项资金 6亿元）。

胸怀大局服务发展 开创城镇化工作的新局面

安居工程“稳扎稳打” 力推保障性住房和危房改造

城市管理水平体现着一个城市的品位，也
是一个城市的软实力、竞争力。 然而，长期以来，
大部分城市存在“重建轻管”思想，加上城市管
理体制不顺、 缺少专门的城市管理法律法规等
问题，“城管”的诸多弊病一直是社会关注焦点。

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社会结构和管理模
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市市政管理、交通运行、
人居环境、应急处置、公共秩序等方面都面临
着空前压力。 在中央层面，城管体制改革开始
破题。 住建部设立了城市管理监督局,指导全
国城管执法工作；城市管理执法制式服装及标
志标识供应管理办法、式样标准陆续发布。

我省积极贯彻中央部署， 起草并报请省
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
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今年
我省又在全国率先出台《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

条例》，对城市综合管理的体制、范围以及综合
执法等进行了全面规范，城管领域已形成“有
法可依、有章可循”的局面。

同时，规划管理改革深入推进。 省住建厅
出台了《湖南省城市（县城）总体规划审查要
点》，对审查内容进行“瘦身”。规划工作纳入对
市州的绩效考核，及时纠正了部分市县违规下
放规划管理权限的行为，叫停了一批违法建设
项目，督促查办了一些规划违法案件，各地编
规划、用规划、管规划的意识普遍增强。

简政放权、企业减负、行业服务等工作取
得阶段成效。 2016年，省住建厅将 4项行政许
可事项下放市州住建部门，向长沙市下放权限
6 项，清理规范了 9 项中介服务事项。 督促市
州全面开展保证金清退，为建筑施工企业释放
流动资金 9亿元。阶段性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

比例，为企业减负 6.1亿元。
改革理念是航标灯， 引领改革磅礴前行；

它又是加油站，为改革注入生机活力。 加快改
革发展，住建工作具体该“怎么干”，决策层的
思路更加清晰。一是抓紧制订修改完善行业法
规制度。二是督导考核具化目标的实施和任务
的完成。三是加强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以及保
障城市运营安全。 同时，建立岗位说明书和工
作手册、实施全面预算、建立任务清单制度、力
推人事制度改革……一项项创新举措，正在住
建系统推行开来。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站在党的十九
大召开的重要节点， 全省住建系统将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按照省
委、省政府的要求，坚定信心、奋勇拼搏、扎实工
作，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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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成龙头 建筑业谋划绿色转型发展

由一条令人掩鼻的脏臭“龙须沟”，到一片清
溪潺潺的滨河生态景观区，圭塘河作为长沙唯一
的城市内河，历经多年整治后变清变美，这正是
住建系统有效推动黑臭水体整治、着力改善城乡
人居环境的缩影。

经过多年的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建设，我省城乡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但是，同全
国很多地方一样，我省城乡发展也出现了盲目追
求规模扩张、风貌格局受损、违法治理不够、“城
市病”蔓延加重等突出问题。 转变城乡发展方式
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以改善人居环境，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
主要目标，“两供两治”（城市供水和供气、城市污
水和垃圾治理）工程迎难而上。 自 2014 年以来，
全省“两供两治”工程累计完成投资 572 亿元，建
成项目 458 个。 目前，全省县以上城镇共有公共
供水厂 216 座、污水处理厂 148 座、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场 110座，均已实现县县全覆盖。 污水
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到
93.8%、99.6%， 相比 2012 年分别提高 9 个百分
点和 16.5个百分点。

同时，长沙、常德于 2015 年分别获批全国地
下综合管廊和海绵型城市试点， 获得了中央财政
三年共 24亿元资金支持，我省也成为全国 5个既

获得地下综合管廊又获得海绵城市试点的省份之
一。 2016年上半年，省住建厅又联合有关部门实
施省级试点，在全省遴选出岳阳市、津市、凤凰县、
望城区等 1 市 3 县，湘潭、永州、郴州等 3 个市州
分别作为海绵城市和地下综合管廊省级试点。 目
前全省共建成地下综合管廊 43.9公里，56个开工
在建，总里程 156公里，完成投资 20.4亿元。

整治黑臭水体也列入住建系统重点工作。 目
前，我省纳入全国项目库的 170个黑臭水体，已完
工 82个，累计完成投资 190亿元。

今年，省住建厅又提出以“双修双改”为总抓
手，全面推进城乡规划建设管理。 即，在城市开展
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的“双修”工作，在农村开展
改造房屋和改造人居环境的“双改”工作。

省住建厅指出，合理运用“双修双改”，它既
是工作目标， 又是对住建工作的一次全面梳理；
它既具化了住建工作目标和内容，又为基层单位
提供了任务清单和工作遵循； 它是建立在过去
“两房两棚”、“两供两治” 等工作基础之上的，是
个包容开放的概念。

为此，省住建厅草拟了《湖南省城市双修三
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和《湖南省农村双
改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这两个行动
计划已经列入省委、省政府有关工作要求。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 改善人居环境取得新突破

重点领域重点突破 加快改革发展迈出新步伐

� 我省全面进入“城市时代”，长沙已经成为
Ⅰ型大城市，对人口的集聚能力显著提升。 图为
长沙市新河三角洲。 谢望东 摄

常德成为国家海绵城市试点，图为该市穿紫河风光带。

双修
双改

在城市开展生
态修复和城市修补
的“双修”工作

在农村开展改造
房屋和改造人居环境
的“双改”工作

人文住建

更加注重人文城市建
设， 在规划设计中突出人
文理念、 在城乡建设中强
化人文特色、 在行业管理
中弘扬人文精神、 在服务
基层中彰显人文关怀。

以绿色 、生态 、低碳
理念指导城乡建设，转变
城乡建设发展模式，建成
资源承载力强、环境优美
宜人的宜居城市。

绿色住建 智慧住建

善于用现代技术手
段管理城市， 加快智慧
城市建设步伐， 全面提
升住建行业管理水平。

三个住建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图为花垣县边城镇风光。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省住建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