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高新区， 湖南华曙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D 打印的方程式赛车。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未来 5 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的历史交汇期，也是我省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攻关期。

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我省具备了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和潜力。要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个要求，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
安全至上、创新为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要紧
紧围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个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繁荣、基
础设施全面提质、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发展成果全面共享，让人民群众有
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紧紧围绕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这
个愿景，推进经济强省、科教强省、文化强省、生态强省、开放强省建设，奋
力走在中部崛起前列。

●教育
促进学前教育发展。 开展规范中小学办

学行为专项整治。
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重点在 10 个

县推进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攻坚。
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实施高校

“双一流”建设计划，启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
积极稳妥推进高考改革。

●就业
实施“创业兴湘乐业富民”工程，抓好 19

个县（市、区）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国
家试点工作。

保障农民工工资足额按时发放。

●社会保障
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城

乡居民月人均基础养老金标准。
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
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保农村低保

标准不低于国家扶贫标准。

●健康
救治救助 8000 名无责任主体的农民工

尘肺病患者。
加快湖南健康产业园建设。
办好第十三届省运会，积极申办第十五

届全运会。

推动文化繁荣兴盛
加快省美术馆、 省体育馆、 省图书馆新馆建

设， 推进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和市县级文化场
馆达标。

加快建设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 中南国家
数字出版基地、 长沙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
基地等集聚区，培育竞争力强的文化企业。

做强做大做优文化产业集团， 改革完善国有
文化企业集团和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 推
动以县级图书馆、文化馆为中心的总分馆制建设。
完善文化产权交易机制。

地区生产总值跨上 3 万亿元台阶；5 年减少农村
贫困人口 551 万人；5 年斩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94 项，
一批科技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绿色发展指数位列
全国第 8 位……政府工作报告亮出了一份“颜值高、
气质好、活力足”的湖南 5 年发展成绩单。

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所指出的，过去 5 年，本届政
府主要目标任务圆满完成，湖南迈出了建设“五个强
省”的坚定步伐，奠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
实基础。 回望 5 年，这些新成就、新发展，令所有湖南
人为之骄傲。

经济实力跨上新台阶
地区生产总值跨上 3 万亿元台阶，达到 3.46 万亿

元，5 年年均增长 8.8%。
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2 年的 13.4∶47.7∶38.9 调

整为 10.7∶40.9∶48.4。
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达 2.08 万亿元。 5 年新增上

市公司 35 家，总数达 116 家。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 4565.7 亿元， 年均增长

9.2%；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8.7%、9.4%。

创新开放迈出新步伐
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成效显著。 5 年

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 3.6 个百分点， 共获国家科学技
术奖 94 项；超级计算机、超级杂交稻、高铁动力与控
制系统、中低速磁浮等科技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首个外国领事馆———老挝领事馆设立，国际友好
城市达 80 对。在湘投资的“世界 500 强”达到 167 家。
全省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 10%。

全面深化改革按下“快进键”
全面完成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区第二阶段改革任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
进，共化解钢铁产能 50 万吨、煤炭产能 4180 万吨，减
少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1180 家。

全面完成省市县三级政府机构改革、 撤乡并村、
事业单位清理规范和分类等任务。“放管服”和商事制
度改革成效明显，大幅精简省市行政审批事项，减少
省本级行政权力 1476 项，“多证合一、一照一码”全面
实施。 国有企业整合重组、公司制改制、混合所有制改
革等力度加大。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现全覆盖。

基础设施“跑”出加速度
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基本形成，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分别

达到 1397 公里、6419 公里；沪昆高铁、石长铁路复线及二广高速湖南
段、平汝高速、杭瑞高速湖南段等项目建成通车，长株潭城际铁路全线
贯通，首条地铁线和中低速磁浮线开通运营。 全省民用通航机场达 7
个，黄花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 2300 万人次。

数字湖南建设加快，14 个市州城区实现光纤宽带网全覆盖，城镇
区域实现 4G 网络全覆盖。 城镇化率提高到 54.6%。

农业农村迸发新活力
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稳定。 完成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不动产统

一登记制度改革全面落地。 实现农村广播电视“村村响”和“户户通”，
建设农村公办幼儿园 1456 所、 合格学校 7262 所。 新改建农村公路
3.4 万公里，解决 2366 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脱贫攻坚啃下硬骨头
5 年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551 万人， 贫困发生率由 13.43%下降到

3.86%，51 个贫困县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47%，2 个贫困县已按计
划脱贫摘帽，12 个贫困县正在接受脱贫摘帽考核验收，“精准扶贫”首
倡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整村脱贫。

绿色发展走出新路径
5 年完成生态环境投资 5104.5 亿元，是前 5 年的 4.1 倍。 绿色发

展指数位列全国第 8 位。 节能减排目标全面实现。 湘江保护和治
理效果明显，全省地表水 419 个省控断面水质总体为优；全省 14
个市州城市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达 81.5%；湿地保护率达
75.44%，森林覆盖率达 59.68%。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覆盖全省。

社会事业实现新进步
省博物馆新馆建成开馆， 省图书馆新馆开

工建设。 永顺老司城申遗成功。
坚持每年办重点民生实事。 累计新增

城镇就业 392.5 万人， 建设保障性住
房和改造各类棚户区 215 万套，改造
农村危房 97 万户。

继长沙、常德、株洲、岳阳
之后， 湘潭和韶山成功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

2018，
聚焦高质量
发展再发力

着力振兴实体经济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做好“三去一降一补”重点工作。 新增

10 个左右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培育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品牌，打造细分
领域行业冠军。 支持优势企业将核心技术转化为国家标准、国际标准。

着力抓好 100 个重大产业建设项目、100 个科技创新项目、100 个重
大产品的创新，引进 100 个 500 强企业、100 个科技创新人才。

打造以中国智能制造示范引领区为目标的现代制造业基地。 推进国
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服务业集聚区提升工程和“双百”工程。

深化关键领域改革
大力推进国企国资改革。持续推进国有资本布局结

构调整与企业整合重组。
加快“放管服”改革。 继续精简审批事项，赋予市县

政府、园区更多自主权。 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
加快农村改革。推进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

权三权分置，全面完成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严格
落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延期 30 年的政策。

加快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保护企业家合法
权益。

加快开放崛起步伐
对接 500 强，对接新丝路，对接自贸区，对接湘商

会，对接北上广，确保进出口增长 15%，实际利用外资增
长 10%。

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东盟、非洲、
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落实推进国际产能和装
备制造合作三年行动计划。

探索股权招商、基金招商等新型招商模式，抓好实
体经济、优势产业的招大引强。

加快推进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支持发展国际铁路
快线、国际航空货运、国际水运和国际多式联运。

复制推广自贸区模式，深化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外
商投资管理制度改革。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建立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绩考核机制。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实施“百千万”工

程，打造以精细农业为特色的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
推进产业强农、质量强农、互联网强农，推进快递下乡。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 创建 300

个美丽乡村示范村， 完成 3000 个行政村环境综合治
理，让农村好山好水转化成农民的“聚宝盆”。

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机制，打通进城、下乡
平等交换渠道，引导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加强区域合作，全面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对接长

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
推动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突出抓好规划、交通、公共

服务、环境治理等重点工作和特色产业园建设，推进株
洲、湘潭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

抓好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打造更加秀美富饶的
大湖经济区。

促进大湘南开放发展，抢抓加工贸易向中部梯度转
移机遇，加快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

推动大湘西地区发挥生态优势、资源优势，着力发
展农林产品加工、文化生态旅游、生物医药、商贸物流产
业。

在全省县以上城市实施“双修”十大工程，加快建设
海绵城市、智慧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治理交通拥堵、内
涝等“城市病”。

瞄准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村村通硬化路目标，
加快黔张常、蒙华铁路湖南段、渝怀复线、张吉怀、常益
长等铁路项目建设，确保怀邵衡铁路建成通车；高速公
路建成通车 300 公里以上，干线公路新改建 1000 公里
以上；力争岳阳机场通航，开工建设湘西、郴州机场。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出台实施“蓝天保卫战”行动方案，重点打赢长株潭

地区“蓝天保卫战”。
确保 14个市州城市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逐年增加。
全面落实五级河长制，推动全省流域水环境综合整

治，确保四水干流及一级支流出境断面水质总体为优。
完成湘江保护和治理“一号重点工程”第二个三年

行动计划，实施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
实施 62 个土壤污染防治重点项目， 开展长株潭耕

地修复治理及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 实现结构调整、修
复治理、休耕 100 万亩以上。

加大长株潭绿心生态保护力
度。 实施省以下环保监测监察垂
直管理改革。

打好脱贫攻坚战
制定实施精准脱贫三年行动计划， 在现行脱

贫标准下， 实现 130 万以上贫困人口脱贫、2200
个左右贫困村脱贫出列、16 个贫困县脱贫摘帽。

深入推进脱贫攻坚“七大行动”。 建立县级脱
贫攻坚项目库，推广“四跟四走”产业扶贫模式，推
进电商、旅游、光伏扶贫。

向深度贫困聚焦发力， 在深度贫困县开展农
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救助试点，在 14 个集中
连片贫困县建设“芙蓉学校”。

2018湖南省两会特别报道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李雅文 2018年1月25日 星期四

04/05

过去 5 年，
交出高颜值发展成绩单

蓝山县湖南湘江源国家森林公园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湘潭县湘江一级支流涟水与湘江交汇处。 该区域近年实施退耕还林还湿试点，保留了原始地貌，恢复了原生植物群落，有效改善了水环境。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航拍的益阳市资阳区紫薇村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安仁县华王乡消湾村，通村水泥公路蜿蜒盘旋在
乡村间。 贺茂峰 摄

111111111111111111.................. 新增城镇就业 70 万人

222222222222222222.................. 实现自然村通水泥（沥青）路 2 万公里、提质改造
农村公路 8000 公里

333333333333333333.................. 开展 322 个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环境整治

444444444444444444..................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120 万人

555555555555555555.................. 改造和完善行政村 10 千伏及以下配电网

666666666666666666.................. 农村危房改造 10 万户，城镇棚户区改造 27.76 万套

777777777777777777.................. 完成城镇 150 个黑臭水体整治

888888888888888888.................. 基本消除义务教育超大班额

999999999999999999.................. 农村适龄妇女“两癌”免费检查 100 万人

111111111111111111000000000000000000.................. 孕产妇免费产前筛查 50 万人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发放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55 元

111111111111111111222222222222222222.................. 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和救助水平

数读湖南 5年成绩单

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5年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百分点

5年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贫困发生率由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国际友好城市达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在湘投资的“世界 500强”达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分别达到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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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办好 12件重点民生实事：

保障和改善民生

2018年主要预期目标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左右， 投资增长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以上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城镇调查失业率和登记失业率分别控制在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和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以下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以内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以上

做好新时代的答卷人
———晒晒政府工作报告亮点

增强创新引领能力
推进以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核心的科技创新基

地建设，构建“一区三谷多园”格局，打造自主创新策源地、科技
成果转化地和高端人才集聚地。依托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创
建国家实验室，培育一批国家级企业技术创新平台。

支持领军企业牵头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研发平台和机
构。 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800 家以上。

实施“芙蓉人才行动计划”，深入推进“百人计划”、长株潭
高层次人才聚集工程，引进一批高端创新人才和团队。

万元 GDP能耗下降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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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金融债务风险底线、安全生产风险底线、
自然灾害风险底线。

建立健全社会治理领域权力清单和责任追究
制度。开展信访工作“法治建设年”活动，依法及时

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冒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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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风险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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