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靠产业支撑。 改
革开放 40 年来，岳阳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不断
创新发展，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为岳阳经济
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 也大幅度优化了人民
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产业发展，出台
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如以《服务企业优化环境
九条措施》等助力‘最多跑一次’改革，其中，
建筑业和房地产业是受益者之一。 2018 年全
市企业家座谈会议，邀请了我市 20 多家建筑
业和房地产企业代表参加， 会议表彰了 2017
年非公有制企业财税贡献大户的 20 家企业
中，建筑业企业有 5 家，占比 25%；主要纳税
企业名单 50 强中，房地产开发企业 15 家，占
比 33%，这充分说明了‘两业’对地方经济所
作的贡献。 ”岳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王
星耀向笔者介绍。

创新发展，建筑业支撑现代都市形成。 上
世纪 80 年代， 岳阳建筑业以科技创新为支
撑，进入快速发展期，建成了一批标志性建筑
和高层建筑，如工人文化宫、体育馆、岳阳宾
馆、国际大厦、商业大厦等。

进入 90年代， 建筑工程日趋精品化、特
色化， 如九州大厦、 九龙商厦等一批商业建
筑；人民银行、建设银行等一批金融大厦；中
银大酒店、中讯大酒店等一批服务设施；新火
车站、湘运汽车站等一批交通枢纽，促进了现
代化都市的形成。 这一时期的建筑，广泛运用
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新设备，建筑设
计、施工、管理水平获得了重大突破和发展。

进入 21 世纪，岳阳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
资源，积极构建精神高地，传承和培育城市文

化，让城市既有现代感，又有历史感。 岳阳楼
新景区、武广高铁岳阳东站、岳阳文化艺术会
展中心、岳阳体育中心、王家河历史文化长廊
等一批新时期新建筑， 成为城市文脉和精神
的传承之地、经典之作。

近年来，岳阳大力推进“节地、节能、节水、
节材和环保”的绿色建筑发展，2012 年，创建
了全国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城市， 完成
了示范推广任务 80 个项目， 总建筑面积
431.77万平方米，并通过国家验收。 2016年，
市政府印发《绿色建筑行动方案》，绿色建筑
进一步大踏步发展，建筑节能设计率、实施率
已达 100%。

2017年，岳阳市政府出台《推进装配式建
筑发展的实施意见》，力争到 2020 年，使装配
式建筑占全市新建建筑比例 30%以上。 目前，
中心城区装配式建筑占比已达 15%以上。
2017 年， 全市完成建筑业产值 372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了 271 倍， 实现增加值 168.7 亿
元， 约占全市 GDP 的 5.2%， 贡献地方税收
20.3 亿元。 全市建筑业已发展到拥有施工企
业 772 家，勘察、设计、监理、检测、商品混凝
土等企业 179家，从业人员 16万多人。

经营城市， 房地产业实现高度融合发
展。 1979 年，湖南省革委会召开城市住宅建
设会议，同年，岳阳市成立住宅统一建设指
挥部，统一设计、征用土地和拆迁安置，统一
施工和统一分配，1981 年建成的东井岭小区
是当时的典型代表之一。 1984 年，国家开始
实行住房商品化，岳阳市成立了城市建设开
发公司，采取自筹资金、预收代建、银行贷
款、发行债券等方式，先后完成楼前街、庙前

街、迎宾路小区、湘北大厦等开发建设。 这段
时期，岳阳在全省率先引进了综合开发和经
营城市的理念， 综合开发水平位居全省前
列。 1987 年，岳阳市成立房屋交易租赁服务
机构， 制定颁发了《城市房屋市场管理办
法》、《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等文件，房地产交
易开始进入法制化管理。 随着房地产业的发
展，住房商品化、房地产交易日趋活跃。 1993
年，岳阳市以举办龙舟赛的契机，成功举办
了首届房地产交易会。

进入 21 世纪以来，该市进一步科学规划
住房供应计划，引导房地产业加速从“粗放增
长”向“质量优先”转变；从“本域经营”向“跨界
发展”转变，在建立“商品房、保障房、租赁房”
供房模式的同时， 实现了与文教卫体娱、旅
游、养老、金融、商贸物流、工业园区、现代农业
等产业的高度融合发展。

2017年下半年以来， 全国三四线城市房
地产市场普遍呈现高位运行走势， 岳阳也不
例外，表现出商品住房量价齐升、二手房交易
活跃等特点，对此，市委、市政府精准施策，及
时作出了一系列决策部署，大力平抑房价、稳
定市场预期。 至 2018 年三季度，岳阳在受监
控的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房价涨幅环比排名
由 2017 年高居前位下降至中下游水平，调控
效果明显。

2017年， 全市完成房地产开发以及存量
房交易产值 178.2 亿元， 比 1978 年增长了
301 倍，约占全市 GDP 的 3.2%，贡献地方税
收 17.2 亿元。 全市房地产业已发展到拥有开
发企业 354 家，物业、房产中介、装修等相关
企业 670多家，从业人员 6万多人。

亚 平 张 璇 任 勇

岳阳， 这座拥有 2500 多年历史的 “湘北门
户”，是长江沿岸首批对外开放城市、湖南通江达
海的城市， 具有良好自然人文优势和资源禀赋 。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改革开
放的春风拂来，洞庭碧波一片绿意，巴陵古城注入
新的活力。

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波澜壮阔
四十载，岳阳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湖乡特
色为依托，以历史人文为底色，以项目建设为抓手，
历届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管到底、一届
接着一届干，驰而不息，久久为功，一座山水间的现
代化城市从历史深处款款走来……

10 月 15 日，岳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庆祝
改革开放 40 周年” 新闻发布会举行。 该局党组成

员、新闻发言人胡列宇介绍，改革开放以来，岳阳城
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至 2017 年底，全
市城镇化率达 57.21%，比 40 年前增长 3.5 倍；全
市住房保障总户数达 30 万户。 2017 年全市完成
建筑业产值 372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271 倍；完
成房地产业产值 178.2 亿元， 比 1978 年增长了
301 倍。 岳阳已跃居成为长江中游重要节点城市、
环洞庭湖经济区核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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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百姓俱欢颜

———岳阳住房城乡建设改革开放 40 年发展综述

改革开放前， 岳阳市城区主要局限于
以原湘潭地区岳阳县城关镇为主体的京广
线以西，京广线以东城区尚处在雏形中，建
成区 10 平方公里，仅有东茅岭路、洞庭北
路、竹荫街等几条主要干道，基础设施差，
承载能力弱。

全面解放思想，掀起千年古城建设潮。
1983年，国务院批准岳阳升格为省辖市后，
城市建设全新起步，城市逐渐沿长江以南、
洞庭湖东岸至湖滨拓展， 形成了带状组团
式城镇体系。 1982年巴陵大桥竣工通车以
及 1983 年南湖大道动工修建，形成“大十
字” 骨架， 为城区向东发展创造了条件。
1990 年，市第二次党代会提出“加速开发，
扩大开放”发展战略；1995 年，市第三次党
代会提出“强农、壮工、拓城、活港”发展目
标，城市加速“东移北靠”，城镇体系逐渐沿
京广线、107国道、长江水道向两侧扩展。

立足扩提并举，勾画现代新城发展线。
进入 21 世纪，市委三届七次全会提出“东
扩、北靠、西联、南延、中提”城市发展战略；
2004 年岳阳市委四届七次全会提出“民本
岳阳九项工程”，城镇初步形成“一核”，即
中心城区核心区；“三圈”，即环核心区一级
圈、环县城二级圈、环市域周边三级圈；“两
侧”，即沿京广线和 308 省道两侧的发展格
局。“十五”期间，完成市政基础设施投资 45
亿元，建成区面积扩大了 33 平方公里；“十
一五”期间，完成市政基础设施投资 78 亿
元， 建成区面积扩展到 82.5 平方公里。
2014年之后，岳阳处于长江经济带、洞庭湖
生态经济区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的叠加
区，被国家列入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规划，
同时列入湖南省“一点一线”和“3+5”城市
群，并定位为全省发展 3个新增长极之首。

突出生态优先，打造山水宜居新家园。
2015年，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提出“一极三
宜”江湖名城战略目标，成功创建湖南省新
型城镇化试点城市和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
市，“岳阳长江新区”被列入《湖南省推进新
型城镇化实施纲要》（2014-2020 年）。“十
二五”期间，完成市政基础设施投资 80 亿
元， 实施亿元以上重大城建项目 71 个，城
区建成区面积 100 平方公里。 2017 年，岳
阳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建设“吞长江、拥
洞庭、衔远山”的“1+4+2”城市组团，打造
200万人、200平方公里的城市圈目标。

2018 年 2 月 26 日， 在岳阳市举行的
市县乡负责干部大会上，“一三五” 发展思
路顺势而出。“建设湖南发展新增长极，是
省委、省政府统筹全省区域发展大格局，对
岳阳发展作出的定位要求， 是必须担当的
重大责任和时代使命。 ”市委书记刘和生强

调，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岳阳发展要着力
把握和坚持“一三五”基本思路，构建新时代
发展新格局，以新增长极建设引领国家区域
中心城市和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一三
五’基本思路，充分体现中央和省委的重大
决策部署， 精准把握岳阳发展所处的历史
方位，是岳阳发展的路线图。 ”市长李爱武
提出，要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在全市范
围内形成热气腾腾、蒸蒸日上的干事创业的
“精气神”。 岳阳，这座山水秀美宜居城市正
进一步向“一个总体要求”：真抓实干、跨越
发展，全力建设湖南发展新增长极；“三个工
作重点”：党建总揽、产业主导、基础先行；
“五个新的格局”：现代产业、开放带动、立体
交通、城乡统筹、生态发展新格局大步迈进。

2018年 5月 14日，中共岳阳市委七届
六次全会召开，会议就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武汉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长江岳阳
段考察途中的重要指示， 作出了岳阳推动
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部署，“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共抓大保护， 不搞
大开发”、“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之路”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由此，岳阳城
市建设进一步由量向质飞跃， 以大气魄打
造山水之城生态美， 全面实施了中心城区
32 处和县城、 乡镇 20 处黑臭水体整治行
动、污水管网建设三年行动、城镇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以及全市粘土砖瓦行业整治行
动。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唐道明多次督查
水生态环境整治并指出， 岳阳之美在于水，
要标本兼治加快污水管网建设，融入海绵城
市建设理念，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的生态河流目标。 副市长黎作凤坚持一线
密集调度生态建设并强调，切实抓好中央环
保督察反馈突出问题和信访交办件的整改，
坚定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心。

进入“十三五”以来，推出市政基础设施
项目 300 多个， 完成投资 200 多亿元。 至
2017年底， 市城区建成区面积 110 平方公
里，比 1978 年的 10 平方公里扩展了 10 倍
多；城市道路总长 759 公里，比 2000 年的
88.7 公里增长了 8.55 倍；城市排水（污水）
管网 1142公里， 比 2002 年的 300 公里增
长 3.8 倍；全市建成 28 座污水处理厂，总设
计规模 68.3 万吨 / 日，污水处理能力比“十
一五”末提高了 3 倍，并实现了县城以上城
镇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 全市城镇化率
57.21%，比 1978 年的 16.2%增长了 3.5 倍。
同时，创建了 16 个国家级重点镇、3 个省级
示范镇、7 个省级中心镇、20 个省级特色
镇，基本形成了以中心城市、中小城市、重点
中心镇为梯次，层次分明、规模适度的现代
化城镇体系。

城市建设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和发展民生。
历届岳阳市委、市政府坚持把住房问题作为改
善民生的重要抓手。 改革开放以来，岳阳住房
保障事业经历了住房制度改革、经济适用房建
设、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棚户区改造 4 个阶段
的发展。

安居工程厚民生。 1992年，岳阳市被列为
湖南省住房制度改革试点城市之一，居民所购
房屋可拥有 80％的产权。 1995 年，国务院出
台《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市政
府及时出台配套政策，群众开始获得住房全部
产权。当年，岳阳市决定实施“安居工程”，并于
1996年创建了全国安居工程试点城市， 先后
建设了枫树新村、城陵矶、巴陵东路教育小区，
被省政府作为先进典型推广，安居工程成为住
房消费热点。 1998年，全市城镇停止住房实物
分房，实行住房货币分配。由此，实行了几十年
的住房分配体制正式宣告结束。

经适住房惠民众。 1998年，市政府把发展
经济适用住房作为民生保障的发展方向，经济
适用住房走上了历史舞台，满足了中低收入家
庭对住房的刚性需求。 2007 年，《岳阳市经济
适用住房管理规定》的出台，解决了一大批改
制企业困难职工住房问题。 从 2010 年开始，
岳阳市由实物分配逐步过渡为货币分配，有效
地改善了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条件，促进了
存量房市场盘活。 2015 年， 根据国家政策调
整，岳阳市停批了经济适用房建设，至此，经济
适用房完成其历史使命。

公租廉租解民忧。 2007年，岳阳市开始受
理廉租住房申请发放申报。 2012年，岳阳市政
府出台《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对公共
租赁住房的规划、 建设、 租赁和管理进行了规
范。 2013年后，廉租住房纳入公共租赁住房并
轨运行，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进一步加速。随着春
华家园、嘉信嘉园、春蕾家园、春兰家园等保障

房小区的建成投入使用， 中心城区共解决了
4629户最低收入群众的住房问题。

城镇棚改聚民心。 为带动全市棚户区改造
工作加速推进，根据国家棚户区改造总体部署，
2015年，岳阳市委、市政府启动了市中心城区
十大片区棚改，惠及了 1.2万户近 5万人。 2017
年，又启动了 15个片区棚改，将解决 15万人居
住环境问题。 从 2010年启动棚户区改造以来，
至 2017年底， 全市共实施棚户区改造 14.4万
户，被评为“百姓点赞十大民生实事”之一。 至
“十二五” 末， 全市住房保障总户数达到 30万
户，同时，全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49.1 平
方米，超过小康标准 13.1个百分点。

一城山水一城诗，安得广厦千万间。改革开
放 40年， 给山水古城岳阳带来了历史巨变，也
孕育出岳阳这座“最具幸福感城市”独有的宜居
胜境。新时代新征程，在岳阳市委“一三五”发展
思路引领下，全市上下坚持以“一线工作法”奋
力争当全省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的“排头兵”，把
岳阳建成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 湖南省域副中
心城市、 洞庭湖区生态示范城市和滨湖人文城
市的美好愿景必将实现。

———扩城提质绘美景

———产城融合造高地

———住房惠民树典范

大手笔

大创新

大力度

水乡美景———千亩湖一角。 吴锡标 摄

山水洲城 。
徐典波 摄

碧水环城，生态宜居。 杨一九 摄

一川锦绣。 徐典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