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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988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在湘南的衡阳、 郴州和零陵 (永州)
地区 ， 建立一个改革开放试验区 。
当年5月， 经国务院批复， “湘南改
革开放过渡试验区” 正式设立。

1998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优先发展以长沙为中心的 “一点一
线”， 即以长株潭为核心点， 以衡阳
岳阳为两翼 ， 沿京广线城市打造重
点发展区域。

2008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充分发挥湘南开放开发区的作用 ，

在湘南地区培育一批产业转移和加
工贸易基地。 长株潭城市群于2007
年底获批全国 “两型社会 ” 改革试
验区， 2008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
“两型社会” 一词出现了十多次。

据2018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 ，
湖南区域发展呈现四大板块新格局：
长株潭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比重达
41.5%，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加快建
设 ， 湘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效
应加速显现 ， 大湘西地区基础设施
大幅改善。

� � � � “以前过年就是‘过关’，年关一近，就得
想着法子置办年货，不但要走个几里地去镇
上买年货，有时候还要借钱、借票。现在不一
样了，生活好了，过年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家
里还买了汽车，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家住长
沙市望城区旺旺社区的廖大妈在讲到过年
的变化时，言语中充满了幸福感。过年，这个
老百姓眼中最盛大、最隆重、最具传统意味
的节日，伴随着改革开放40年的脚步，已经
悄然发生了变化。而这，仅仅是改革开放40
年来老百姓生活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缩影。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40年来 ，
湖南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不断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不断谱写富民强省的崭新篇章，湖南
老百姓的日子也越过越精彩、 越过越红火。
那么，改革开放40年，到底给湖南人民带来
了哪些实惠呢？

实惠一：经济大发展，老百姓的
生活“富起来”

40年来，湖南经济发展从注重速度到又
快又好再到又好又快，经济实力不断迈上新
台阶 。 经济总量1978年不足150亿元 ， 到
2008年跻身 “万亿俱乐部”，2016年已突破3
万亿元；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分别由1978年的324、143元增加到2017
年的33948、12936元； 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
低的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更是从1978年的
近60%下降到2017年的29.2%。

40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老百姓的收入
越来越高，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以前怕过
年、盼过年到现在天天像过年，从千篇一律的
“中山装”“灰裙子”“蓝海洋绿海洋” 到大喇叭
裤、蝙蝠衫、健美裤、连衣裙的盛世霓裳，从上
酒楼难有机会到进餐馆成“家常便饭”，从蜗居
斗室到广厦千万间，从求温饱到“菜篮子工程”
讲究营养均衡粗细搭配……这鼓起来的钱袋
子，丰起来的菜篮子，精起来的饮食，多起来的
私人轿车，靓起来的服饰，等等，无不显现出改
革开放给三湘大地带来的巨大变化，折射出潇
湘儿女共同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日子越过越
富足。

实惠二：社会大变化，老百
姓的生活“好起来”

40年来， 湖南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
在教育方面，从几近凋零百废待兴，到成长
为教育大省并努力向教育强省昂然迈进 。
2007年，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小学适龄
儿童入学率2017年高达99.98%；高中阶段教
育取得长足发展，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不足
10%提高到2017年的91.5%；高等教育规模迅
速扩张，从1978年的每座省辖城市仅一所学
制两年的基础大学，到2017年普通高校增至
109所。交通方面，从40年前的“开门就是山，
抬头就是坡，迈步就是坎”，到40年后的水陆
空立体交通枢纽网络。2017年， 全省公路通
车里程达24.0万公里， 铁路营业里程4697.6
公里，民航周转量达171.1亿人公里，私人汽

车保有量636万辆。社会保障方面，养老、失
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从无到有、从弱到
强、从城镇到农村、从职业人群到城乡居民，
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如医疗方面，2017
年，全省卫生机构拥有床位31.9万张 、卫生
技术人员41.6万人，分别比1978年多出20.76
万张、30.06万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不
断加强，“病有所医”的目标逐步实现。

40年来 ，民生不断改善 。从 “人人想读
书”到“人人有书读”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的“人人免费读书”，从解决“教育的温饱问
题”到“没有围墙的大学”，从“黑屋子、土台
子、泥凳子”到窗明几净，从“小病靠抗大病
看天”到“病有所医”，从“养儿防老”到“社会
养老”的“老有所养”……无论是在教育、出
行，还是医疗、养老，又或是就业、治安，老百
姓的生活越来越没有后顾之忧，越来越有获
得感。

实惠三：生态大改善，老百姓
生活环境“优起来”

40年来，湖南在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同
时也十分重视资源环境的保护。特别是省第
九次党代会以后，更加注重处理好经济增长
和环境保护、 经济增长和资源能源的关系，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从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到调整经济结构，从关闭重污染
企业到治理中小污染企业，从长株潭两型社
会建设到 “绿色湖南 ”建设 ，从实施洞庭湖
区、湘江流域污染整治到全面完成城镇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从加强植树造林和森林资源
保护到打响“蓝天保卫战”……湖南的天空
越来越蓝，水越来越绿，空气越来越清新。全
省森林覆盖率由 1978年的 38.9% 提高到
2017年的59.68%，全省14个市州城市空气平
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1.5%，监测的345个地表
水断面中，达到III类标准的比重高达93.6%。

就拿湘江母亲河来说， 在有的地段，以
前往这江水里排废水的、乱扔垃圾的、在里
面挖沙的都有，江水浑浊，死鱼、死虾经常出
现。 现在湘江湖南全流域的水是清澈的，两
岸的道路宽敞，流经城市的地段建设的沿江
风光带风景宜人，走在江边会油然而生对湖
南美景的赞美。40年来， 翻开湖南生态环境
发展的绿色地图，老百姓随处可见绿树成荫

的公园， 风景如画的广场和生机盎然的绿
地，蓝天、绿水、青山、白云，将湖湘大地装扮
成了一幅色彩斑斓、 五光十色的精美画卷。
越来越美的新湖南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了
生活环境的优化，家园越来越充满生机与活
力。

实惠四：文化大繁荣，老百姓
文化生活“美起来”

40年来，有着深厚湖湘文化底蕴的湖南
迎来了文化大繁荣、 大发展的春天。 截至
2017年底，全省有艺术表演团体439个，群众
艺术馆、文化馆143个，公共图书馆137个，博
物馆、 纪念馆115个， 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98.49%，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9.30%，“电视
湘军 ”“出版湘军 ”“理论湘军 ”“演艺湘军 ”
“报业湘军”快速发展，“湖南文化现象”享誉
全国，已步入文化强省行列。

就拿很多长沙老戏迷来说， 以前看戏不
但地方少、票难买，还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每
次碰到一场好戏，都得先掂量掂量。现在好了，
在自己家门口就能看到各种文艺节目，对老百
姓来说，这就是家门口的幸福感。40年来，湖南
文化的发展有目共睹，湖南公共文化建设的发
展成效显著。“欢乐潇湘”群众文艺汇演，百姓
唱主角，草根当明星，成了三湘百姓的“星光大
道”；“雅韵三湘”高雅艺术普及推广活动，每年
超过200场的演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欣
赏高雅艺术；农家书屋在农村的全覆盖，缓解
了广大群众“看书难、借书难、买书难”问题；
“送戏下乡、 演艺惠民”“村村响”“户户通”，让
越来越多的偏远农村可以看上大戏、 看上电
视、听上广播。图书馆多了、博物馆多了、体育
馆多了、电影院多了、电视节目多了……一系
列文化为民、文化惠民、文化乐民的生动实践，
让老百姓看书不再少、看戏不再远、休闲不再
难，文化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日子过得越来
越有滋有味。

风雷激荡40年，天翻地覆慨而慷。改革
开放40年， 是三湘大地发生巨变的40年，更
是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不断提升
的40年。我们相信，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新征
程的再出发， 三湘儿女的生活将会更精彩、
更美好、更实惠！

（供稿：省委宣传部 执笔：马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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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份报告看湖南改革路

� � � � 湖 南 日 报 6月 20日 讯 （ 记 者 贺 佳
周 帙 恒）随着气温逐渐攀升，夏季用电高峰
即将到来。 记者今天在国家电网湖南省电力
有限公司获悉，目前公司正多措并举、全力备
战迎峰度夏，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电力平
稳有序供应。

今年1至5月， 湖南电网用电量增长迅
猛， 调度口径发受电量同比增长17.23%。同
时， 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省气温整体偏
高、降水偏少，后期高温干旱的可能性较大，
供用电形势较为严峻。

为应对高温带来的负荷压力、 电力供应
紧缺、电网安全风险等考验，国网湖南电力未
雨绸缪、提前部署，针对供电瓶颈实施电网建
设和改造项目。迎峰度夏前，全省将完成52
项主网工程和154项大修技改项目， 新增输

电线路508.87公里、 变电容量438.01万千伏
安，有效提高电网供电能力。与此同时，统筹
安排火电机组检修， 督促火电厂加强电煤储
运，优化水库调度，提高骨干水库水位，尽最
大努力争取外电入湘。

在省经信委的指导下， 国网湖南电力已
做好迎峰度夏有序用电预案， 针对性开展了
37次应急演练，完成了全省1.1万工商户负控
系统改造，可控负荷150万千瓦，确保在非故
障情况下错峰不限电、限电不拉路，优先确保
居民生活用电，以及重要骨干企业生产、重大
项目建设和农业生产用电。在迎峰度夏期间，
国网湖南电力还将针对省内非直管供电的居
民小区，加强主动对接和延伸服务，帮助排查
设备隐患，提供无偿抢修服务，让广大市民清
凉度夏。

国网湖南电力全力备战迎峰度夏

� � �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 （记者 王茜 通讯员
邓琼）今天，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与湖南鑫远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13家开发商签署协议，19
所小区配套幼儿园正式移交政府。 这是长沙市
整治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后的第3批集中签
约，目前，已建的配套幼儿园移交134所。

据悉，这些幼儿园移交政府后，将被改造
成公办幼儿园或民办普惠幼儿园， 将大大减
轻入园孩子家庭的经济负担。 新建幼儿园鑫
远和城幼儿园是此次移交幼儿园之一， 据该
幼儿园园长蔡宇虹介绍， 幼儿园将执行公办

省级示范园的收费标准， 每个月保教费600
元，伙食费450元，合计每月仅1050元。

为了进一步破解“入园难”“入园贵”，减
轻家长的负担，今年年初，长沙市政府办公厅
出台了《关于印发长沙市城镇小区配套幼儿
园专项整治工作方案》，长沙将全面开展小区
配套幼儿园的整治工作。整治方案中提出，自
2010年11月21日之后建成的小区配套幼儿
园，均需移交给当地教育局，办成公办园或民
办普惠幼儿园， 将在今年年内基本完成全市
小区配套幼儿园的移交工作。

长沙134所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政府
将全部转成公办或普惠幼儿园，破解“入园难”“入园贵”，

减轻家长负担

蒙华铁路
大围山隧道贯通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耀东 潘芳

6月19日， 双牌县竹产业科技园内的企
业生产热火朝天， 园内的竹产业展示区建设
日新月异， 这里将集中展示全县的竹精深加
工产品， 还将移栽不同品种的竹， 形成“百
竹园”， 供人们旅游观光……一座“旅游+
竹精深加工” 产业新城， 已经初具规模。

双牌县竹资源丰富， 全县竹林面积达
27.3万亩， 年产毛竹1000余万根。 然而过去，
该县竹加工企业大多把竹原料加工成半成品
后， 再运往外地进行精深加工。 竹加工产业
效益低下， 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不强。

近年来， 双牌县以建设湖南省最大的竹
终端产品研发和生产基地为目标， 通过招商

引资建设竹产业科技园。 科技园主要生产户
外防腐竹地板、 户外墙板和天花板、 户外防
腐建材、 户外竹制遮阳伞、 卡车底板和集装
箱板等， 大部分是销往欧美国家的高端产
品。 该县在12个乡镇 （林场） 建立竹粗加工
基地， 为科技园内的企业提供半成品。 为确
保材料来源生态、 环保， 该县启动了FSC森
林认证。

中外合资企业湖南阳明竹咏科技有限公
司是进入科技园的第一批企业， 仅今年5月，
该公司出口欧美7个货柜的户外防腐建材。
目前， 该公司正在加紧生产出口德国的高48
米的纯竹制整体办公楼产品订单。

竹产业科技园还为当地群众新提供
1600多个工作岗位。

竹产业新城正崛起

� � �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夏艳辉 肖萍） “我的家在河南， 我从河南
乘火车或是坐飞机到湖南， 都是这里的工作
人员陈凯他们接的， 去年到今年一共接了七
八次。 在衡龙新区， 我们有虽在异乡犹如家
乡的感觉。” 6月13日， 湖南鼎一致远科技
公司霍彦明对记者说。 他介绍， 该公司项目
去年11月开工建设以来， 衡龙新区营造了
良好的投资环境， 目前已完成一号厂房室内
装修， 公司实验楼装修也接近完工， 6月底
可投入使用。

衡龙新区是益阳市赫山区龙岭工业集中
区的东部拓展区，紧邻长沙宁乡市，是益阳市
东接东进长沙的桥头堡， 也是赫山区经济发
展的新引擎。 衡龙新区自2016年8月成立以
来，着力在机构、管理方面通过“去行政化”，
建立企业化运作的管理机构， 不断优化发展
环境。 今年初，成立项目服务中心、企业服务

中心，专门为项目、企业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协调解决项目建设、 企业运营过程中的困难
和问题。 通过内部工作流程优化、再造，在园
区项目落地中做到“两不见面”，即：企业与所
在地群众不见面、企业与职能部门不见面，在
工商注册、税务认证等前期手续和征地拆迁、
施工报建等项目建设方面为投资方提供贴心
服务。 同时，建立了企业服务代办公司台账。
在环评验收、劳务派遣等方面，每个类别为企
业提供3家以上的中介服务公司供其自行选
择，大大地方便了投资者。 目前，衡龙新区共
帮助项目、 企业解决问题37个。

高质量高效率的产业项目服务加快了产
业项目推进。 今年前5个月， 衡龙新区共引
进工业产业项目23个， 合同引资270亿元。
其中， 愿景住工、 瑞思光学等6个产业项目
投产或试生产， 量子动力、 华雨新材等8个
项目开工建设。

衡龙新区高效服务引“凤”来
今年前5个月引进工业产业项目23个， 合同引资270亿元

6月19日， 常德市沅水一桥北引桥下， 桥墩上垂直栽种的绿色植物凸显出夏天的清凉绿
意。该处近百个桥墩穿上绿色“草裙”，既美观又增加了城市的绿化量，获得了较好的生态效
益。 陈自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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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荨荨（紧接1版②）她说，近年来，在省委的坚强
领导下，省政协工作逐渐形成了“一二三四”的
工作思路， 有力推动了全省政协事业发展。希
望离任的住湘全国政协委员和省政协老委员
咨询团成员多为省政协的工作提供经验和指
导，多为湖南的发展提供帮助和支持。希望大

家积极参与“双助”主题活动，“三个一”扶贫行
动以及“三进三助”聚力行动；更好地利用政协
云平台，做好“微建议、微协商、微监督”工作，为
服务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凝聚更大共识。省政协
将进一步搭建好平台、完善办法、创造条件，为
老委员咨询团发挥作用更好服务。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第二阶段是延伸督察。 主要是核实问

题、 调查取证， 采取个别谈话、 座谈问询、
明察暗访、 民意调查、 现场核实、 笔录取
证、 留存影像等多种方式， 初步核实责任
单位和责任人， 调查应承担的责任。

第三阶段是梳理分析归纳。 初步形成

主要问题或问题线索清单； 就督察发现的
有关情况和问题与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交换
意见； 开展补充性督察； 草拟督察工作报
告。

进驻督察结束后， 督察组将督察报告
提交省委、 省政府批准后， 向被督察市州
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进行反馈， 指出存在的

问题， 提出具体整改意见和要求。 被督察
市州、 县市区应按要求制定整改方案， 整
改落实情况向社会公开。 督察组适时组织
“回头看”。

督察结果将移交省委组织部， 作为对
被督察市州、 县市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考核评价、 调整任免的重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