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大救助兜底，发放城乡低保、医疗救助、
重残补贴等惠民资金 1 亿多元。 启动学校建
设，铺排青园小学南校区、长郡和美学校等 22
个学校建设重点项目，共斥资 8亿多元。

提升文化服务， 建成基层文化服务中心 5
个、24 小时自助图书馆 2 个； 优化交通环境，
建成自行车道 12 公里，新增公共停车位 3000
多个；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完成公租房实物
配租 2000多户……

这一组具有热度的数字，是天心区 2017年
完成的民生清单。一年来，大力实施“民生造福”
战略的天心区，用真抓实干、用民本情怀换来了
一份份沉甸甸的荣誉———“政府主建、企业运营”
的一站式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全面铺开，被列为中
央财政支持开展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湘雅五医院
加快建设， 成功创建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

区、全国基层中医药服务示范区……
而在不忘初心的孜孜追求下，一张更大的

民生网在天心全面铺展开来。 2018年，天心区
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努力保障和
改善民生，做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
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加强社会保障。 实施积极就业政策，落实
长沙“人才新政 22 条”，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支持低收入家庭就业帮扶。 织密社会救
助“兜底网”，做到应保尽保。 坚持“房子是用来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大保障性住房供
给，让群众住有所居。

优先发展教育。 落实学校建设新三年行动
计划，完成南塘小学、黑石小学等 6 所学校扩
改建，加快长郡天心中学、新路小学等 5 所学

校建设，确保新增学位 6000个以上。实施名校
工程，探索名校托管、教育集团、教育联盟等模
式，做强青园、仰天湖、幼幼等教育品牌。

打造健康天心。 完成大托铺、坡子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扩改建。 实施农贸市场提质改造
三年行动计划，完成南大门等 3 家农贸市场提
质改造。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落实“明厨亮
灶”工程，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

健全养老体系。 推动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改革试点工作，新建楼盘要预留空间，引进社
会养老机构，提供生活照料、医疗康复、文化娱
乐等一站式服务，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
依托、机构为重点”的三位一体养老模式。

变的是名词概念，不变的是发展决心；变的是
不断攀升的数字，不变的是持续跨越的美好追求。

撸起袖子加油干，跨越发展新南城！

12月 19日， 总投资 50 亿元的长沙平安
财富中心在天心区举行奠基仪式。 待该项目
2021年正式交付启用后， 平安集团旗下的财
险、寿险、证券等湖南分公司将陆续入驻，集聚
天心，助力天心“长沙外滩”加速发展。 紧接着
的第二天，北京银行长沙分行又成功落户“长
沙外滩”……寒冬之际，一个个在天心生动上
演的发展场景，为天心注入一股巨大能量。 也
正是这接二连三的喜人动向，奠定了天心这一
年来跨越发展的基础，为实力南城注入最有力
的注脚。

这一年， 长株潭商圈初具规模， 汽车 6S
街区销售收入突破百亿元大关；国开行湖南省
分行、 北京银行长沙分行等 36家金融企业入
驻长沙外滩，金融业税收占比达 28%，首次成
为全区第一大税源。

这一年，铺排重大项目 148 个，完成年度

投资 279 亿元。 万家丽路西延线等基础设施
项目加快建设，华融湘江银行总部等产业项目
建设顺利， 爱尔眼科等 33宗闲置土地动工建
设，项目建设热火朝天。

这一年，行政效能不断提高，承接市级经
济管理权限 58 项， 下放 23 项区级经济管理
权限到园区，全面推行“互联网 + 政务服务”，
行政审批整体提速 30%以上。

这一年，项目、产业等一切发展元素等成为
了实力天心的拉动者、参与者、见证者，全年预
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880 亿元， 同比增长
9.5%，税收收入首次登上百亿元台阶！ 这一年，
以现代服务业作为主攻方向的发展思路， 助力
全年实现服务业增加值 600亿元大关， 加速形
成人流财流物流加速集聚的璀璨局面！

前行的步伐迈过了一程又一程，发展的高
峰跨过一座又一座。勇攀高峰的天心人 ，争做

强者 ，争当勇者，又将在 2018 年这一新的历
史起点续写实力天心新作为———

把招商引资当成项目建设的“重头戏”。坚
定不移把招商引资作为头号工程，构建“全区
一盘棋、上下一条心”的招商大格局。通过抓好
中介招商、主动上门招商、策划节会招商，发挥
异地商会、 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等举措，
吸引更多外来企业来天心投资兴业。 同时，简
化审批、优化服务、提高效率，实现“马上办、网
上办、一次办”，让企业办事顺心、生产安心。新
的一年，力争引进投资过 50亿元项目 1个、过
30亿元项目 1个、过 10亿元项目 3个以上。

把项目建设看作产业发展的“生命线”。
坚持项目为王， 新的一年计划铺排重点项目
136个，年度总投资 218亿元。围绕实现“开工
一批、推进一批、竣工一批、储备一批”，尽快启
动湘江大道南延线、地理小镇 PPP 等项目，加
快推进平安财富中心等项目建设，加速汇景环
球等项目竣工。以更大力度、更强声势，统筹推
进长沙外滩、省府新区、南部新城三大片区项
目征拆， 其中南部新城加快芙蓉兴盛等 12 个
产业项目征拆扫尾。

把产业发展视为区域实力的“贡献者”。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发展商贸物流
产业、现代金融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大数据
（地理信息）和新能源产业、健康医疗产业、休
闲旅游产业等六大产业，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
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其中，现代金融产业以长
沙金融外滩为重点，提升产业发展规划，力争
引进金融企业 50 家以上，实现金融业税收占
比 30%以上。 文化创意产业以文化（广告）产
业园合并升格为契机，全力推进文化金融合作
示范区建设， 努力实现文化产值 180 亿元以
上。大数据（地理信息）和新能源产业依托中科
遥感（湖南）科技园、湖南地理空间大数据应用
中心等平台，加大产业链招商，力争引进企业
50 家以上。 休闲旅游产业依托南部新城生态
优势，打造全域旅游，实现年接待游客 400 万
人次以上。

天心区是美的。 从西厢公园等许许多多
个新建公园，到如繁星点缀般的街头小游园，
从绿意肆染的芙蓉路林荫大道， 到繁花似锦
的许兴村等乡间村落， 随处可寻天心的诗意
属性，随处可赏天心的精致精美。

过去的一年， 天心区围绕打造精致精美
天心，着力加强城乡品质提升，科学编制了南
部新城、北部城区战略规划、解放垸概念性规
划和全域美丽乡村建设规划。 芙蓉南路、赤岭
路等 37 个社区提质提档基本完成， 沙湖街、
和乐街等 16 条特色街巷改造有序推进，雀园

路、 新姚路等 18 条道路提质改造加快实施。
造绿复绿进展顺利，全区新增绿地 130 公顷，
沿江村、许兴村、大托新村等美丽乡村建设初
见成效。 城乡环境精彩蝶变。

新的一年， 天心区又将如何实现“画中取
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将
成天心区进一步提升城乡品质的浓墨重彩一
笔。 天心区将制订乡村振兴计划，加快南部农村
发展，依托沿江村、许兴村、大托新村等美丽乡村
建设示范点， 加快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
展，完善农村公共配套，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乡

村。
此外， 将进一步发挥文化底蕴厚重等特

性，统筹规划建设，突出空间立体性、文脉延续
性，精心打造品质一流、不留遗憾的城市规划。
“长沙外滩”板块注重文化内涵，将文化元素融
入规划之中，增强城市文化气息。“省府新区”
加强城中村拆迁后地块与周边地块整合，完善
功能配套，增强新区现代气息。“南部新城”主
动融入长株潭一体化，明确产业定位，注重绿
心保护，增强南部生态气息。

而针对城市品质的提升，天心区将推行“路
长制”“巷长制”，实现主干道 24小时、背街小巷
18小时清扫保洁工作制，完成刘家冲路等 6条
断头路建设，加快丽江路等 4条市政道路建设，
建成 2座人行天桥，新增公共停车位 3000个，
确保城市交通畅通。并加快提质提档，深入推进
造绿复绿，启动长坡等社区提质提档，打造 15
条特色街巷，提质改造 5条道路，启动九峰公园
建设，实现新增绿地 40公顷以上。

平安是幸福的基础，是快乐的源泉。 作为
全省行政中心、文化商贸大区，推进平安建设
对天心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天心区
从细微处入手， 通过走街串户发放法律援助、
安全防范宣传资料等形式多样的方式，积极营
造平安天心浓厚氛围，推动平安天心建设。

新起点、新举措。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
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新形势
势必对平安天心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紧跟时代步伐的天心，接下来一年将加强党建
引领，突出社区主体，推行网格管理，着力以创
新社会治理方式，展开平安建设新蓝本。

一方面，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推动社
会治理重心向基层延伸。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突出社区、村两委班子建设，提升班子服务大
局、主动作为的能力。加强小区物业管理，提高
居民综合素质，积极营造懂法纪、知荣辱、明是
非的社会氛围。同时，推行网格管理，实现网格
管理全覆盖。 细化网格，采取“以网定格、以格
定人、以人定岗、以岗定责”的办法，以社区为
基本网格，分小区、楼栋建立子网格，配齐网格
长、专职网格员。 落实责任，将城市管理、治安
管理、物业管理、流动人口管理等社会职能纳
入网格，全面落实网格长负责制。

此外，维护安全稳定，把安全生产摆在极

其重要位置，认真落实领导联点、企业主体、行
业监管、街道属地责任，扎实开展“信访积案清
零”行动，综合施策，着力化解一批信访积案。

蓝图已然勾勒，梦想如何实现？天心区
委副书记、区长谢进认为，新时代、新征程，
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全体
干部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学、实、
法、廉”四字当先，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助力愿景走向现实。

“学”字当先，大兴学习之风。广大干部
要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原原本本学、
联系实际学、深入思考学，真正学深悟透，
提高政治站位，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

“实”字当先，大兴实干之风。喊破嗓子
不如甩开膀子，政府工作关键在于实干。要
始终把发展重任扛在肩上、记在心上、抓在
手上，面对艰巨复杂的任务，马上就办、办
就办好；面对急难险重的问题，亲力亲为、

一抓到底。集中整治“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行而不果”现象，打造雷厉风行、务实高效
的工作作风。

“法”字当先，大兴崇法之风。按照全面
依法治国要求，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
政。政府机关干部要增强民主法治意识，发
扬民主作风，当好人民公仆；要带头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 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的浓厚
氛围。

“廉”字当先，大兴廉洁之风。要以铁一
般的纪律， 锻造铁一般的队伍， 严格落实
“八项规定”，坚决惩治“四风”。广大干部要
增强自律意识，对权力要“一命而偻，再命
而伛，三命而俯”，谦虚谨慎，廉洁从政，在
全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陶芳芳 王若飞

历史总是一步一足迹，记录下时代的光辉。
即将过去的 2017年，于长沙市天心区而言，是极为不

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天心税收收入首次登上百亿元台阶；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0750元，同比增长 9%；全区新
增绿地 130公顷，新增学位 6000余个……

历史也总是步步朝前看，指引着跨越的方向。
11 月 26 日至 29 日，长沙市天心区第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政协长沙市天心区第五届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拉开帷幕。 来自全区的 409 名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肩负神圣的职责，怀揣环境更优、民生更爽、产业
更强的美好愿景积极建言献策，共商改革发展大计。

“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
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 新时代赋予我们新的使命，
新思想为我们指引前进方向。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振奋精神、团结拼搏，为建设‘融城核心、璀璨天心’而努
力奋斗！ ”

万丈豪情在回荡，宏伟蓝图已绘就。 2018 年，是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三五”规
划的关键之年，天心区政府工作明确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根据省、市总体部署，按照区委确定的“融城核心、
璀璨天心”战略定位和“北提南进、服务引领、民生造福”发
展战略，着力经济发展、品质提升、民生改善，全力打造实
力天心、精致天心、平安天心、幸福天心！

自此，善谋敢为的天心人 ，以崭新姿态 ，迈步新时
代、对标新思想、实现新目标、跨越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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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主要预期目标

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 9%

一般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
增长 10%

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
增长 11%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增长 8%

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增长 8%

数说
2017

预计全年实现地
区 生 产 总 值 880 亿
元，同比增长 9.5%

完成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123亿元，同口径
增长 15%，其中税收收入

首次登上百亿元台阶

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 600 亿元，同比增
长 13.5%

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 120 亿元 ，
同比增长 8%

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526 亿元 ，
同比增长 9%

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50750
元，同比增长 9%

跨越新南城
———长沙市天心区以“四个天心”绘就璀璨新画景

打造实力天心
关键词：强化招商引资、铺排 136 个重点项目、发展 6 大产业

勾画精致天心
关键词：实施乡村振兴、突出文脉延续性、启动社区提质提档

创建平安天心
关键词：加强党建引领，突出社区主体，推行网格管理

构筑幸福天心
关键词：织密社会救助“兜底网”、构筑三位一体养老模式、新增学位 6000个以上

实现“四个天心”的坚实基石———
“学、实、法、廉”四字当先

天心区正在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微朗读大赛，通过活动
使全区党员干部真正把党的十九大精神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董劲 摄

12 月 19 日，长沙平安财富中心在天心区南湖片区奠基。 通过该中心的集聚拉
动作用，助力天心“长沙外滩”加速发展。 徐拓 摄

天心区正在全力推进以暮云经开区为重点的南部新城建设。 这里，既是生态绿
心，也是两型产业发展的核心。 梅亚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