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件民生实事全面完成。 整治城区黑臭水体 88
处；新增公共停车场 115 个、停车位 2.2 万个；建成农
贸市场（生鲜超市）食品安全快检室 100 个，改造“明
厨亮灶”1.12 万余家，食品安全检测合格率达 99.7%，
食品安全城市创建成效明显；贫困村义务教育标准化
学校全面建成， 配套幼儿园建设与移交加快推进，公
办和普惠性幼儿园达 75%， 新增优质学位 4 万多个，
解决教师编制 6500 个，芙蓉区率先实现公办普通高
中免费入学，高等教育质量持续提升；城区每个街道
至少拥有 1 家日间照料中心或小型养老机构，天心区
荣获全国老龄健康能力服务示范城区，农村养老服务
设施覆盖率达 60%以上； 农村建制村通客车率达
99.7%；率先全国创新医疗卫生融资模式，城市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全面推进，开通异地就医医疗费用直接结
算，药品实现零差率销售，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贫困人
口基本医疗保险和残疾儿童康复全面实施；新改扩建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7 所、建设标准化
村卫生室 70 所；发放首批“城市一卡通”市民卡；完成
80 个住宅小区电力“专改公”，启动实施“电网供电能
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不动产转移登记全面实行网
签和资金监管；基本完成房产办证处遗工作。 社会事
业加快发展，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启用，炭河古
城、秋收起义纪念园开园，湘剧《护国》走进国家大剧
院，全市首台实景剧《浏阳河上》常态化演出，获评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示范地区。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区中韩赛、国际马拉松赛、中华龙舟赛、市九运会等赛
事成功举办。 城镇新增就业 14.2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
率控制在 3%以内，城镇职工退休人员养老金、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金分别达到 2304 元、160 元；城
乡低保实现一体化，低保标准提高 22%，特困供养标
准提高 228%；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达 4.1
万元，增长 8.5%。 长沙连续第十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
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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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在不经意间流过；历史，总会在关键的

节点留下特别的痕迹。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时间老人轻松地翻过

了厚重的日历， 冬日的太阳温暖地抚摸着长沙大

地……

2017 年，完美收官！

所有的数据，收拢，汇集……

10200 亿元， 长沙地区生产总值按照预期目

标迈过万亿！ 长沙市，终于挺进“万亿俱乐部”。

2017，这一年；12 月 31 日，这一天，于长沙

市而言具有划时代的经济意义， 历史将赋予她特

别的含义。

经济总量迈入“万亿俱乐部”，长沙站上了新

起点。 ……

这一年，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马栏山视频

文创产业园、临空经济示范区、高铁会展新城、湖

南金融中心等重大片区建设精彩开局， 南部片区

开展了规划编制。

这一年，工业 30 条、人才新政 22 条、科技创

新“1+4”和开放型经济“2+4”等政策叠加实施、落

地见效，汇聚了蓬勃动力。

这一年，国家临空经济示范区获批，黄花综合

保税区封关运行；首条定期国际全货机航线开通；

老挝总领事馆设立，实现全省领事机构零的突破。

这一年，新增上市企业 12 家，累计达 66 家，

占全省的 75.59%，A 股上市企业数量和市值均居

中部首位。

这一年，东亚文化之都活动精彩纷呈；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媒体艺术之都”，是全国

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城市。

这一年，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成效明显，68 个

省定贫困村全部退出，6.4 万贫困人口全部达到

脱贫标准，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这一年，打赢抗洪救灾保卫战，长沙经受住湘

江 39.51 米创纪录洪峰水位的严峻考验，谱写了

战天斗地的抗洪壮歌。

湖南湘江新区发展走在全国新区前列， 示范
引领、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 恒大童世界、华谊
电影小镇、湘江欢乐城、湘军文化园等一批重大项
目加速推进。 园区特色更加彰显，国家级园区“两
主一特”、省级园区“一主一特”产业功能明晰，长
沙经开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产值过千亿元， 全市
每两分钟不到就有一辆新车下线； 浏阳高新区获
批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 岳麓科技产业
园评为国家检验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示范区，
隆平高科智慧园区建设富有成效， 国家文化产业
园、广告产业园合并获批全国版权示范园区，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园区占比达 63.6%， 提升 2.5
个百分点。 项目建设成效显著，全市 932 个重大项

目完成投资 4200 亿元，中信戴卡一期、特格尔、比
亚迪电动卡车及专用车等项目建成投产， 中国通
号全球首台智能电力有轨电车上市，智能系统测试
区、湖南地理空间大数据应用中心建成；蓝思 3D、
新科电子、海尔无线、长利智能家居、中民筑友、中
南大学科技园研发总部等加快推进；新引进五矿新
能源、广汽三菱发动机、中国电科等投资 50 亿元
以上项目 23 个，特别是第六代柔性面板、华大基
因、伟创力、铁建重工、中国长城等一批百亿元级项
目相继落户，长沙智能制造发展进入新阶段。 创新
驱动引领转型发展，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居省
会城市第 5 位，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800 多家，增
幅居中部首位，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 31%，“麓谷创新指数”持
续攀升；湖南省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产业园、长沙军
民融合双创示范园加快建设，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
究院协同创新作用凸显；工程机械、新材料、电子信
息、食品、生物医药等支柱产业优势进一步巩固，移
动互联网、3D 打印等产业产值保持 50%以上增
幅。 平台建设加快推进，新增航天中南先进光机电
技术创新中心、 湖南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等研发机
构，新建院士专家工作站 9 家。 国家智能制造示范
企业及专项总量达 20 个，稳居中部第一；长沙工
业云注册企业达 1600 家并向全省覆盖，“树根互
联”工业互联网平台成为产业革命风向标。 工业对
经济增长贡献率提升 5 个百分点。 服务业持续发
展， 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50%。 全域旅游加快推
进；湘江基金小镇挂牌成立；红星全球农产品批发
中心一期建成；智能制造、移动互联网等峰会成功
举办，国际轨道交通、工程机械配套件博览会以及
筑博会、农博会、食博会等会展蓬勃发展。

28 项“国字号”改革试点有序实施，84 项
改革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开展

“减证便民”专项行动，取消各类证明 145 项。
赋予湖南湘江新区市级权限 44 项， 向省级以
上园区下放权限 89 项； 湖南湘江新区率先试
点产业用地管理改革，实现投资审批“一网通
办、在线办结”；芙蓉区成立全省首家行政审批
局，实现“一枚印章管审批”；浏阳发布 1012 项

“最多跑一次”事项；宁乡市民服务中心达到国
家政务服务综合标准。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全
面推行电子营业执照、 企业登记便利化和“43
证合一”，企业登记审批时限缩短 91%，新增商
事主体 18.3 万户， 每万人市场主体达 1051
个，居中部省会城市首位。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1+7”政策落地见效，全市为企业及职工
降低社会保险费 10.45 亿元，“营改增” 减税
194 亿元； 限购限售、“限房价 + 竞地价 + 摇
号”、公积金贷款调整等调控政策精准发力，房
地产市场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农村土地“三权
分置”、扩权强镇等改革成效明显，望城、宁乡

成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雨花区开展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全国试点。 深化其他领域改
革，宁乡撤县改市；试点国企混改，组建建发集
团；探索形成“土地托管 + 基层社”供销合作社
改革新模式； 完成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实
现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三权合一”。 对外开
放步伐加快，新增白俄罗斯莫吉廖夫市、荷兰
莱瓦顿市等 5 个友好城市，与 194 个国家（地
区）实现贸易往来，完成进出口总额 130 亿美
元，增长 18%。“湘粤港直通快车”开通，进境食
用水生生物等 3 个指定口岸建成或通过验收，
新开国际及地区航线 14 条， 获批开展保税航
油业务，中欧班列（长沙）货运量全国第四；16
个国家在长设立签证申请中心，驻长世界 500
强企业达 151 家；成功举办泛珠三角区域省会
城市市长联席会，承办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
首长联席会议、第十五届东亚论坛、金砖国家
协调人第五次会议、第十一届中国企业跨国投
资研讨会，开放崛起的长沙越来越聚焦世界目
光。

中央环保督察 1503 件信访交办件基本
销号，省政府交办的 31 个突出环境问题按期
办结， 解决了浏阳河城区段积淤等重大环境
问题。全面推行“河长制”，深入实施湘江保护
与治理“一号重点工程”，全面禁止环保不达
标船舶进入湘江，加快浏阳河、沩水沿线畜禽
养殖退出，新改扩建污水处理厂 6 个；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建成圭塘
河生态引水工程， 成功创建全国首批水生态
文明城市。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淘汰黄标

车 29497 辆，新增纯电动公交车 1609 辆，完
成居民家庭餐厨油烟净化治理改造 2 万户，
建筑工地扬尘在线监测实现全覆盖， 全年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 263 天， 优良率达 72%。 铬
盐厂土壤污染治理有序推进。造林 1 万公顷，
森林覆盖率、 绿化覆盖率分别达 54.82%、
41.5%。 率先推广两型标准认证、实施系统生
态补偿，综合配套改革经验全国推介，获批全
国低碳试点城市， 两型社会建设成为长沙靓
丽名片。

强化规划引领，城市总规修编、城市“双修”等国家改革试点深
入开展，率先全国实现控规层面城市设计全覆盖；“多规合一”平台
试运行。 完善城市功能，建筑设计、市政工程等行业标准全面提升；
长株潭城际铁路全线通车，星沙联络线、机场大道建设及金星路、潇
湘大道、福元西路等提质改造完成，地铁 3－6 号线、湘府路快速化、
西二环拓改和 49 条断头路、 瓶颈路建设有序推进； 建成自行车道
408 公里、步行道 646 公里，“公交都市”加快创建；市四医院等建设
进展顺利，黑糜峰垃圾焚烧项目竣工，市青少年宫试运营，市妇女之
家启用；完成棚改 17466 户 190.56 万平方米，改造城中村 5 个，住
房保障工作被评为全国先进；海绵城市和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试点成
效明显，获评国家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严格城市管理，大力开展人
行道、 渣土等专项整治，222 个老旧社区和部分老旧公租房小区提
质提档深入实施，湘江两岸和主干道亮化提质，城市更加清爽靓丽，
蝉联全国文明城市。

城乡基础设施加快对接，新建、改造农村公路 744.7 公
里，完成水利工程建设 3 万余处、水毁工程修复 8487 处，
改造危桥 28 座、农村危房 9327 户；优质公共服务加快向
农村延伸，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85%，环境卫生整治、污水
处理试点加快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成为全国样板。
都市型现代农业格局加快形成， 新增土地合作社 100 家，
培育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79 家，农产品加工销售
收入突破 2000 亿元；培育创建一批特色小镇，乔口、灰汤
新入选全国特色小镇，沩山获评全国美丽宜居小镇；加快创
建美丽乡村示范村、 特色村， 梅田湖村成为全国生态文化
村，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经营收入达 520 亿元，“美丽经
济”竞相发展。

社会治理与服务向网格延伸，推行“四位一体”网格管
理，群众投诉减少一半以上。 社会服务管理信息化“云”体
系成型，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实现“一网发布”，12345 市民服
务热线服务质量居全国第 5 位。 基层治理持续加强，开展
信访积案化解百日攻坚行动， 一批信访积案有效化解；调
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 3.7 万件，医患关系、交通事故、物业
管理等纠纷调解体系基本建成；法律审查延伸到园区平台
公司和重大民生项目， 荣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典范城
市”。 平安长沙建设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事故、伤亡人数大
幅下降，民族宗教领域和谐稳定，成为全国少数民族流动
人口服务管理示范城市；禁毒力度不断加大，刑事案件持
续减少，实现命案全破，涉恐涉爆案件消除在萌芽状态，成
为全国首批“雪亮工程”示范城市，有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公
共安全；望城公安消防大队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全国
学雷锋模范消防大队”称号，浏阳市公安局获评“全国优秀
公安局”，雨花区综合治理联勤联动模式在全国推介，长沙
再获政法综治工作最高荣誉“长安杯”，获评“全国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

黄花综合保税区

着力发展产业园区 促进转型创新升级

着力深化改革开放 持续增强发展活力

着力改善环境质量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万家丽快速化道路。

高新区天仪研究院

着力提标提质提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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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阑珊两馆一厅

着力促进城乡融合
建设全域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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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在提质改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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