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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李贞

6月25日， 长沙市统计局发布最新数
据：2017年长沙市常住人口达791.81万人，
比上年增加27.29万人，增长3.6%，增幅为
近年来最高。目前，长沙人口总数占全省总
人口的11.5%， 在全省14个市州中排位第
一。

在长沙人口增长“提速”的背景下，人口
发展是否出现新变化？增长“提速”因何而起？
会不会带来新的“城市病”？

77.6%的长沙人是“城镇户口”

长沙人口规模的加速扩大与城镇化进程
加快同步进行， 原有农村人口和新增人口不
断向城镇集中，2017年末，长沙城镇人口比上
年净增33.41万人，达到614.38万人，城镇化率
77.6%。

长沙全域六区三县（市），人口是否均衡
分布呢？数据显示，市区人口更偏爱落户雨花
区、岳麓区，两区常住人口分别达88.80万人、
84.96万人，天心区、开福区、望城区常住人口
均在63万人至67万人之间； 芙蓉区常住人口
最少，不足60万人。三县（市）中，浏阳市常住
人口最多，达132.74万人；长沙县常住人口最
少，共有104.10万人。

随着人口发展变化， 长沙60岁及以上
的 老 龄 人 口 达 到 138.13 万 人 ， 占 比
17.44% ， 比上年提高 0.24个百分点。但
2017年长沙老龄人口占比的提高幅度，比
2010年 至 2016年 的 年 平 均 提 高 幅 度 小
0.35个百分点，从这一角度看，长沙人口老
龄化趋势实际上随着人口加速增长而略有
缓解。

“全面二孩”和“人才新政”促
人口增长提速

数据显示，“政策鼓励” 是刺激长沙人口
增长提速的最主要原因。

一是“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促进了人
口出生。根据公安资料，2017年长沙出生人口
11.57万人，出生率达到16.47%，比上年提高
1.43个百分点。

二是《长沙市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新
政的全面实施，以及“人才新政22条”的全面
落实，使迁入人口明显加快。长沙市公安户籍
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新迁入的长沙市
户籍人口达22.77万人。

在“政策”之外，长沙经济和居住环境的
持续向好， 也吸引更多人愿意来长和留长就
业、生活。2017年，长沙市规模以上企业从业
人员共计有155.88万人， 比上年增加10.06万

人。

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医疗保障
压力增大

人口膨胀将导致城市出现交通拥堵、环
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一系列问题，
这就是所谓的“城市病”。

长沙人口的加速扩大也不可避免令全市
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基础保障方面的压力
逐渐显现。

据统计，2017年长沙市幼儿园在园人
数比上年增长9.9%， 增幅提高5.2个百分
点；小学在校人数比上年增长7.0%，增幅提
高1.7个百分点。 随着学区房等概念的引
入， 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越来越旺
盛，目前，长沙市优质教育资源已呈现明显
不足。

在医疗方面，2017年长沙市诊疗人次达
到4804万人次， 比上年增长8.5%， 增幅提高
2.9个百分点。随着人口的增长，医疗保障方面
的压力也逐渐增加。

长沙市统计局表示， 受人口发展惯性
影响， 生育政策实施带来的人口红利可能
在15年之后才会到来，因此，长沙市有必要
未雨绸缪， 抓紧时间营造宜居宜业的城市
环境。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见习记者 黄婷
婷 通讯员 刘军）今天，中南电商特色农产
品对接暨六大新品发布会在长沙举行，发
布会以“互联网+农业”为主题，与上百家
农产品供应商一起助推我省特色农产品的
发展。

湖南省中南大宗商品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简称“中南电商”）董事长何建平表示，
中南电商顺应行业趋势， 响应省政府提出
的“六大千亿产业”目标，以网上订购农产
品为基础的全渠道供应链模式， 重点打造
茶叶、杂粮、茶油、蜂蜜、棉麻、大米六大产
业。

发布会上，湘茶集团、浏阳河集团、明
园蜂业等六大产业的龙头企业分别与丰湘
投资、明富投资、湘富粟科技等企业，签订
了总金额1.9亿元的成交协议，让农产品企
业可以借助“互联网+”的平台，将线上商
城与线下实体店的优势整合起来。

中南电商成立于2009年， 以网上销
售、订购、仓单质押、仓储物流为主营业务，
致力于把线下实体业务向网上扩张和转
化，目前已有100多家企业进入平台运营。
对接会上， 六大产业的龙头企业还发布了
山茶油、 富硒香米、 无网纯棉被等六大新
品。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黄利飞）
今天是第28个全国土地日，省国土资源厅
6月24日举办了湖南省第三届土地管理与
创新论坛。按照湖南空间发展思路，我省空
间发展规划更加注重与国家重大战略呼应
对接， 把城市群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打形
态。

目前， 我省核心城市群是长株潭城市
群；区域性城市群包括以岳阳、常德、益阳、
澧县———津市为核心的湘北城市群， 以郴
州、衡阳、永州为核心的湘南城市群，以怀
化、邵阳、娄底、张家界、吉首为核心的大湘
西城市群。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成虎认为， 城市群
是吸纳信息流、金融流、技术流及人才流，
以及使这些“流”形成产出能力的主要空间
载体，必须要用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思路，
去考量空间发展路径。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湖南省政府参事
朱翔称， 湖南空间发展战略更加注重与国
家重大战略呼应对接， 更加注重中心城市
和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等。

朱翔表示， 长株潭一体化建设已推进
多年，在交通、供电、信息、金融、环保等领
域陆续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条块分割、行政
壁垒的问题仍很突出；建议将3市作为一个
超大城市统一规划、统筹布局，依托长株潭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平台， 探索城市
群一体化创新发展模式。

围绕“国土空间发展战略与规划体系
建设”论坛主题，还有多位专家为湖南国土
空间发展献计献策。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土地规划所所长贾克敬表示， 新时代国土
空间规划，应强化底线安全意识、形成绿色
发展方式、 提升空间治理能力和促进乡村
振兴发展。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通讯员 余文婷
记者 周月桂）伟大的成功总是源于一个勇
敢的开始，面对“互联网+”时代涌现的机
会，“95后” 创客带着无畏的勇气和创新的
精神正在加速崛起。6月23日，第五届湖南
省大学生电子商务大赛决赛在吉首大学张
家界校区举行，来自全省34所高校85支团
队的“95后”创客们，带着85个项目参加了
决赛。

长沙理工大学的“印了么”项目让人印象
深刻，他们推出了一种“客户+平台+打印店+

内容”的互联网分享打印平台，可有效整合资
源，实现资源分享、云端打印等功能。吉首大
学“山里农人”项目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关注优质农产品城乡对接不畅的痛点， 借助
电子商务平台打造武陵山及雪峰山片区农人
档案及品牌档案，实现“农人档案———产品品
控———品牌孵化”一站式服务。

这两个项目最终都获得了一等奖，此
外，还有长沙学院的“蚓领生态”、吉首大学
的“创新集市”、湖南理工学院的“生生不
息”等团队获奖。

长沙常住人口逼近800万 湖南省第三届土地管理与创新论坛举行
城市群将是我省新型城镇化的主打形态

“互联网+”助推特色农产品发展
六大产业签订1.9亿元成交协议

“95后”创客比拼电商创意
85个项目角逐第五届省大学生电商大赛

6月25日，长沙市湘府
路快速化改造项目建设现
场， 工人顶着烈日施工。当
天9时16分，长沙市气象台
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未来连
续三天最高气温将35℃以
上， 请公众注意防暑降温，
科学应对。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迎战高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