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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雨花区社会经济发展扫描

欧阳倩
总有一段征程让我们刻骨铭心，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激昂振

奋。
一年时间，放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沧海一粟，但对一个不断跨

越赶超、创新崛起的区域而言，必将在发展印记中镌刻深深的履
痕，必将在未来的期许中留下难忘的记忆。

这是一抹绚丽的亮色： 在国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
长沙市雨花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四大班子”，带领全区
上下，同心同德、锐意进取、砥砺奋进。 在绽放异彩的转型之路
上，在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设期，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中，在和
谐幸福的民生图景里，雨花区铿锵前行的跫音清晰有力。

用奋斗定义 2018 年，经济脉动依然强劲：全年完成地区生
产总值 1330 亿元（含长烟，预计数，下同），增长 8.5%。 完成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158.2 亿元，增长 7%。

用奋斗定义 2018 年，雨花品质令人惊羡：推进内城区、主城
区、新城区、开发区、生态区五大组团发展，高铁片区、红星片区、
跳马片区等五大片区有序推进。

用奋斗定义 2018 年，民生福祉温暖人心：从民生保障的托
底到简政放权的便利， 从创新创业的激励到 15 分钟生活圈的
完善，很多人都有相似的感受：在雨花，人生出彩的舞台更宽
广、奋斗成功的渠道更通畅。

一年的实干告诉人们，雨花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
“四大班子”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一年的拼搏告诉人们，已过
千山万水，雨花仍在跋山涉水。

12 月 20 日晚，一张照片在微信
朋友圈热传， 数小时转发超 10 万。
照片中，长沙市委、市人大、市政府、
市政协“四大班子”，双手托举着“大
国重器长沙制造”的标语，为长沙智
能制造点赞。

这句标语，是雨花区大族激光项
目的“点睛”之作，也是雨花区委、区
政府诚心引进、 贴心服务的典型代
表。 从考察项目到招商引资，雨花区
与大族激光前后经过 4 年“恋爱长
跑”；从签订意向到正式投产，前后仅
花 37 天；税务登记需要法人认证，雨
花区开辟绿色通道，认证时间只用了
5 分钟，节约了企业家的宝贵时间。

4 年以及 37 天、5 分钟两组时
间对比， 前者反映的是雨花区委、区
政府对引进优质项目的诚意和决心，
后者折射出服务企业的诚心和贴心。
充沛的生机活力， 充盈的区域潜力，
正是雨花经济的鲜明写照。

这是一片“精明增长”的区域。告
别粗放扩展，告别举债建设，告别“铺
摊子”，专注“上台阶”，专注精准定
位，雨花实力不断提升。

质量变革深入人心：智能制造屡
获突破，弥补“缺芯少魂”，加速“脱胎
换骨”。在雨花区，小到手机屏幕和衬
衫纽扣上的品牌标志， 大到飞机、汽
车零部件加工，大族激光信手拈来。

无独有偶。 今年来，人工智能及
机器人企业增至 190 家， 实现产值
87 亿元，增长 28%。中南智能工业机
器人制造中心投入营运，全年预计可
签订单超 2 亿元，实现销售收入 1.2
亿元；比亚迪乘用车改扩建项目改建
工程基本完工；晓光新能源汽车车身
装备及零部件智能制造工厂达产放
量；3 个月前， 由湖南驰众机器人有
限公司研发的“200 吨重载 AGV”下
线， 能快走能爬坡的它最大载重为
200 吨，国内最大载重物流机器人实
现“雨花造”。

动力变革火热推进： 崇尚创新，
鼓励创业，新动能对雨花经济增长的
贡献不断攀升。“量身定制打造厂房，
配套人才公寓，来雨花区创业能享受
到更多温馨服务。”“90 后”创业者刘
洪涛再三衡量后决定把自己第一个
工作室建在雨花区。

今年来， 雨花区新增市场主体
2.6 万户， 其中企业新增 1.05 万户，
市场主体总量达 16.17 万户。数据的

背后，是现代服务业、现代商贸、现代
物流等产业新篇章；是一幢幢楼宇的

“腾笼换鸟”、一个个文化创意的孵化
培育，是跳马镇一个个新型农民放下
锄头、当起民宿老板的“变身”……雨
花区规模以上服务业单位增至 280
家， 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67.7%。“1+2+1”产业扶植政策落地
见效，兑现扶植奖励 7238 万元，帮助
企业争取国家、省市扶植奖励补贴 6
亿余元。同时，实现楼宇去库存 36.85
万平方米。

效率变革迎难而上：垄断“高地”
被攻下，低效“洼地”被填平，全要素
生产率提高。

简政放权，办事效率高了。“我们
公司成立之时， 雨花区经开区帮着一
起跑手续。 ”雨花一企业负责人介绍。
今年来， 雨花区加速推进“最多跑一
次”改革。 在全市率先实现“互联网 +
政务服务”平台区、街镇、社区（村）三
级同步上线， 实现网上可办依申请类
事项 426项， 就近可办事项 236 项，
减少各类证明材料 56项，全面推行帮
代办服务，企业和群众办事更加便捷。

激发活力，企业成本降了。“过去
我们个体户做外贸， 不具备进出口资
质， 无法提供客户所需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出口要找代理公司，现在我们直
接就能‘卖全球’了。 ”今年，高桥大市
场作为我省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市
场，正式获批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
商户刘蒙平说， 现在商户可以直接作
为供货商参与到外贸环节中， 时间成
本、经营成本、资金成本都降低了。

长沙城区，一路往北，精品城
区，精致雨花，跃然呈现。

一条条行道改造提升，提高了
出行舒适度；一个个老旧小区改善
了基础设施， 赢得群众纷纷点赞；
一处处社区公园绿意盎然，添美了
家园风景。

在流金淌银的商业区， 在老旧
街区的角落里，今年来，雨花区全面
推进对 63个社区的提质提档，对高
桥、大塘等 4个城中村完成改造。伴
随着解决好“高龄”自来水管、天然
气、地下管网的铺设问题，破损楼面
修整、绿地花坛修建、停车位扩容增
建等配套整治的全面跟进， 雨花区

“里子”更实，“颜值”更高。
同时，雨花区全面推进主次干

道、背街小巷提质改造，小林子冲
路、玉竹路、紫薇路等 14 条支路街
巷完成提质，县道 047、049 改造任
务基本完成。 随着圭塘路四标、嘉
胜路、 美联路等 10 条市政道路建
成通车，雨花的城市路网骨架日益
完善。

在圭塘河畔，不少市民见证着
母亲河的变化。 岸芷町兰，满眼绿
色，绿里有河，河是清的，水下有
鱼，水上有鸟，绿里有草地，孩子们
可以尽情打滚……圭塘河黑臭水
体治理通过生态环境部、住建部专
项督查，治理经验在全国推介。 同
时， 雨花区累计空气优良天数 270
天， 优良率 76.9%，PM2.5 同比下
降 8.3%，PM10 同比下降 20.3%。

在老百姓身边，随着“一圈两
场三道”建设推进，不光买菜方便
了，购物、看病、上学、锻炼等，以后
都可以在以家为圆心、 步行 15 分
钟为半径的生活圈内解决。 目前，
雨花区已打造“15 分钟生活圈”31
个， 完成项目建设 200 余个；新
（改）建农贸市场 15 个、停车场 36
个；建成人行道 118 公里、自行车
道 57 公里、 文化步道 1.7 公里、健
身步道 1 条；建成及提质改造垃圾
站 19 座、公共厕所 24 座。 为方便
市民查询，今年 6 月，雨花区率先
长沙市上线“15 分钟生活圈”电子
地图， 市民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
打开电子地图，便可查看当前位置
所在生活圈及 750 米范围内公共
服务设施。

与此同时，五大片区建设纵深

推进： 高铁会展新城项目拆迁扫
尾，合丰两安商业地、合丰合作开
发地、红旗路立交、黎托南路等一
批重点项目实现清零；红星片区城
市设计和控规修编取得阶段性成
果，社会资本招标、征拆前期工作
有序推进；圭塘河井塘段城市双修
及海绵示范公园开工建设，生态景
观区二期、 三期工程全面竣工；雅
塘片区洞井路、曙光路即将建成通
车，棚改项目完成拆迁腾地，石马
公墓、 回民公墓全部实现外迁；跳
马片区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成
功纳入长沙南部片区战略规划。

如今，生活在雨花区，无不为
全面提升的品质而惊叹，无不被精
细服务的激情感染，无不为清爽宜
人的环境而向往，无不为雨花区决
策者和建设者的努力而振奋。

经济劈波斩浪， 澎湃前行，社
会民生持续改善，枝叶关情。

创业就业渠道拓宽， 精准扶
贫成效凸显，社会保障日臻完善，
教育资源持续优化， 文化生活缤
纷多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
踏实。

收入又涨。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 54360 元，增长 8%。群众
收入普遍看涨，手里的“活钱儿”越
来越多，老百姓脸上的笑容更加灿
烂。 每逢节假日，雨花区各大商圈
人头攒动，便是社会消费能力不断
攀升的最好佐证。

饭碗更牢。 雨花区拿出真金白

银促就业，深入实施就业创业促进
计划，推进失业保险援企稳岗和支
持技能提升工作。 新增城镇就业
1.55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以内。

社会保障体系更密。 幼有所
育———这一年， 从中央到省市，要
求积极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加强师
资建设。 雨花区迅速响应配套幼儿
园。新（扩）建学校及公办幼儿园 12
所，提质改造标准化学校 26 所，新
增优质学（园）位 1.3 万个。 收回小
区配套幼儿园 53 所， 新增普惠制
幼儿园学位 9600 个。 超大班额全
部化解。

老有所养———这一年， 在“90
后”志愿者的定期陪护下，雨花区
侯家塘街道一社区居家养老中心
的林奶奶身心舒畅：“每天不再觉
得孤独无聊了，76 岁的我也变年轻
啦！ ”今年来，雨花区深入开展全国
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新
建民办养老机构 3 家、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 10 家、 嵌入式社区养
老机构 2 家。

病有所医———这一年，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覆盖率达 98.7%， 统筹
推进城乡低保、医疗救助、临时救
助和特困人员供养，在全市率先实
现特困供养人员住院、门诊等费用
兜底。 组建家庭医生工作室 20 家、
家庭医生团队 145 个。

住有所居———这一年，稳步推
进城镇基本住房保障常住人口全
覆盖，保障住房桃花苑二期、川河
苑竣工。 出了小区大门，就是公交
站台；白天买菜购物，过条马路就
是大型超市；晚上去小区广场散步
锻炼……桃花苑 69 岁的居民赵奶
奶住了半辈子棚户区，如今搬进了
小高层、电梯房。

弱有所扶———这一年，跳马镇
建档立卡贫困户除政策兜底外，其
他全部实现脱贫； 对口帮扶桑植
县、龙山县石牌镇、浏阳市社港镇
工作扎实推进。 跳马镇居民李海波
以前守着一亩三分田， 生活艰难。
如今在政策帮扶下，已在家门口做
起了工厂职工，“日子越活越有奔
头了！ ”

四季更替，岁月如梭。 时间是
最客观的见证者。

一年来， 雨花区委运筹帷幄，
区政府砥砺前进， 区人大依法履
职、强力监督，区政协献计献策、参
政议政，雨花区一步一个脚印向前
迈进，取得一系列新突破、新进展、
新成效。

纵观雨花，“旧动能”向“新动
能” 的经济转变逐浪而高，“粗放
管”向“精致琢提”的城市建设转变
势不可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
的民生转变愈加凸显。

在即将过去的 2018 年， 雨花
区用奋斗定义自身； 面向未来，雨
花航船将继续破浪前行，驶向辉煌
彼岸。

一个“大”字，做出区域“好成色”
综合经济实力实现新跨越

一个“谐”字，绘制“靓名片”
多彩雨花传递新形象

一个“民”字，谱写“暖篇章”
群众幸福指数不断提高

用奋斗定义 年2018
夜幕下的雨花区流光溢彩，气质迷人。

雨花经开区企业一角。

清清圭塘河哺育着雨花，精品城区跃然呈现。

家门口的图书馆，带给百姓缤纷多彩的文化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