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大班额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城镇不再“挤” 农村不再“弱”
截至 10 月底，我省已累计消除义务教育超大班额 17904

个，超大班额比例从 8.6%降至 0.6%。 一场让大班额退出历史
舞台的攻坚战役，以“加速度”奔跑。 为了城镇不再“挤”，农村
不再“弱”，41 所芙蓉学校将“花开”40 个贫困县市，助力教育
扶贫。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2.7 万所，教育总规模位
居全国第 7。 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水平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12 月 24 日，全省教育大会在长沙召开，以与时俱进、改革
创新的精神破解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难题，奋力
开启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

10 月 19 日，嘉禾县珠泉完全小学含田分校，学生开展“励
志学习”活动。 近年，该县整合城乡资源，加大“四校一中心”项
目建设，有效化解了大班额难题。（资料图片） 黄春涛 摄

25条措施力解民企痛点难点
民营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12 月，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从降低税费负担、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营造公
平竞争环境、增强民营经济核心竞争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
系、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保障政策落地落实 7 个方面，出台
25 条政策措施，力解民企痛点难点。

银行业针对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组织实施
4 次定向降准， 释放资金约 1400 亿元。 湖南税务同省内近 20
家金融机构合作开展“银税互动”，“引流活水”助力解决民营企
业融资难题。国资驰援民企，5 家民营上市公司获得纾困资金援
助，涉及资金总额近 14 亿元。

6月 23日，民营企业江华明意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CNC生
产车间里，工人忙着生产手机钢化膜。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连续 11 年获评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省会长沙成投资福地人才高地
11 月 26 日,2018 中国城市幸福感调查报告发布,长沙连续

11 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历尽天华成此景。 长沙坚持精准定位、精致建设、精细管

理、精美品质，近年来一步步华丽蝶变。 以智能制造为核心，打
造 22 条工业新兴及优势产业链， 今年以来每周都有亿元以上
的智能制造项目落户，催生了电子信息、文化创意等 7 大千亿
产业集群。 坚决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严
厉整治炒房投机等房地产市场乱象，稳住了预期，保障了刚需。

12 月，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发布《2018 年中国城市营商环
境评价报告》，长沙在全国 35 个大中城市中，软环境和营商环
境排名分别跃升至第 2、第 9 位；福布斯中国发布“2018 中国大
陆最佳商业城市”百强排行榜，长沙居第 14 位。

3 月 11 日，市民在长沙松雅湖国家湿地公园休闲游玩，享
受周末悠闲时光。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走过不平凡 40年
致敬“改革先锋”

袁隆平李谷一受表彰
12 月 18 日，在北京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

100 位各行各业的佼佼者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
号，长期在湖南工作的袁隆平院士和湘籍歌唱家李谷一受到表
彰。

一位老人，一粒种子，一个传奇。 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杂
交水稻研究，袁隆平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年近
九十，却依然奔走在田间，为他的“禾下乘凉梦”“杂交水稻覆盖
全球梦”而努力，他是最有活力的“80 后”，永远不老的“国民男
神”。

一位歌者，一曲经典，一个时代。 李谷一是湘女的骄傲。 一
曲《乡恋》，为“靡靡之音”正名；一首《难忘今宵》，伴随了中国人
30 多年的除夕夜，从李谷一开始，歌坛湘女辈出，唱遍大江南
北。

袁隆平、李谷一被评为百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对象。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 摄

艺术的盛会 人民的节日
第六届湖南艺术节盛况空前
第六届湖南艺术节于 2018 年 9 月 13 日至 10 月 29 日举

行，以“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为宗旨。
作为历届湖南艺术节中规模最大、艺术门类最全、展演剧

目最多、群众参与面最广的一届，本届艺术节注定不凡。 在现场
和通过网络、电视观看展演和展览的观众达 3200 多万人次。25
台新创大型剧目中，以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缪伯英夫妇为原型创
作的民族歌剧《英·雄》令人惊艳；13 台现实题材剧目，湘剧《玉
龙飞驰》展现了中国高铁人的奋斗精神，花鼓戏《桃花烟雨》深
挖“精准扶贫”背后的人性意识。

10月 11日晚，株洲神农大剧院，演员在表演大型民族歌剧
《英·雄》。当天，第六届湖南艺术节开幕。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分享体育梦想
省运会成为

全民参与的体育嘉年华
生命在于运动，拼搏书写传奇。 9 月，第十三届省运会在衡

阳、邵阳盛大开幕，全民健身与体坛盛会在这里激情交汇，梦想
和希望在这里精彩绽放。

13 天的竞逐中，一个个青涩的孩子，经过省运会的洗礼和
淬砺，怀揣梦想走向全国乃至世界赛场；青少年组、成年组你方
唱罢我登场，省运会成为全民参与的体育嘉年华。 湖南日报用
13 期精彩的《双城记》，分享体育带来的激情与欢乐，展现全省
人民充满活力、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9 月 11 日，湖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田径比赛在衡
阳市体育中体育场举行。 图为运动员在跳高比赛中。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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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不及细数春花，抬头已是秋月，再转身已是大雪纷
飞。

风雪，赋予岁末的湖南以壮丽感。 天寒地冻，然而我
们眼里有光、心中有热。

2018 年，我们与梦同行，一路奋进、无惧风雪。 在稳中
有变的复杂格局中，湖南的发展迎难而上，铭刻下奋进的
深深足印———

这一年，我们迎来改革开放 40 周年，走在通往复兴的
必由之路上，以改革致敬改革，以开放接力开放；

这一年，敞开大门，拥抱世界，也迎来首个国家级经贸
平台，我们离世界舞台的中心越来越近；

这一年，交通畅达，教育公平，民生保障持续改善，131 万
人摆脱贫困，我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越来越强；

这一年 ，工业机器人 、新能源汽车 、轨道交通 、集成
电路……智能制造的澎湃动力，持续为湖南赋能；

这一年，“湖南蓝”渐成常态，“一湖四水”展露新颜，城
市越来越绿，乡村越来越美，百姓越来越舒心；

这一年，可能，你迎接了一个幼小的新生命；这一年，
可能，你已经成就了新的自己……

时光无言，但记忆永恒；岁月不居，唯我心澎湃。 这一

年的年度记忆，是一段不可复制的征途。 不管它是壮阔的
还是艰辛的，不管它是欢腾的还是苦涩的，在每一个湖南
人的心中，它都是刻骨铭心的，值得点赞与致敬。

“山随平野尽， 江入大荒流”。 穿越风雪， 我们将与
2019 晴暖相见。 让我们祝福崭新的 2019， 愿每个人的梦
想，都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栖息生长。 让我们期待崭新的
2019，执岁月之笔，用时光做纸，以勤奋为墨，用希望做砚，
画一幅春暖花开的好日子。

与伟大的时代同行，我们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感受
到无上的荣光，更肩负着沉甸甸的责任。 我们已经做好准
备。 让我们一起，出发！ 向着新的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湘
考察长江经济带发展
勉励湖南守护好一江碧水

2018年 4月 25日，围绕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这一重大
战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先
后来到岳阳市君山华龙码头和城陵矶水文站，察看非法
砂石码头取缔及整治复绿、湿地修复情况，了解长江湖
南段和洞庭湖流域水资源综合监测管理、 防灾减灾情
况。

“绝不容许长江生态环境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继续恶
化下去， 一定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条清洁美丽的万里长
江！ ”总书记的嘱托字字千钧、声声入耳。 牢记嘱托，以“一
湖四水”为主战场，三湘大地打响了一场场污染防治攻坚
战。

李克强总理在湘考察
寄望湖南争当领头雁

湘南湘西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获批

2018 年 6 月 11 日至 1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来到衡阳、长沙考察。 走田埂、察民情，入
园区、看企业，总理听取了湖南特别是湘南承接产业转移
情况汇报，勉励湖南深化“放管服”改革，以优良的政府服
务激发市场活力，争当承接产业转移领头雁。

中部湖南，策马扬鞭。 在党中央、国务院关心支持下，
2018 年 11 月，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获批，标志
湖南承接产业转移迎来新机遇，开放强省建设迎来历史新
契机。

6 月 11 日至 1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在湖南衡阳、长沙考察。 这是 6 月 11 日，李克强
在湖南衡阳白沙洲工业园听取湖南特别是湘南承接产业
转移情况汇报。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省两会胜利召开
新一届湖南省国家机构

领导人产生
发扬民主，共商发展；同心聚力，谋划未来。 2018 年 1

月 24 日至 30 日、1 月 22 日至 27 日，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
会议、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分别在长沙胜利召开。

此次两会，依法选举和决定产生了新一届湖南省国家
机构领导人。 杜家毫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达哲当
选为省人民政府省长，李微微当选为省政协主席。

新一届湖南省国家机构领导人的产生，为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 推动湖南改革发展迈向新征
程，提供了重要组织保证。

1 月 24 日上午，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省人民会
堂开幕。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12个县（市、区）脱贫摘帽
脱贫攻坚向纵深发展

今年，经省政府批复同意，全省 12 个县（市、区）脱贫
摘帽。

湖南， 是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理念首倡地。 2018
年，全省上下发扬“工匠精神”、下足“绣花功夫”，用心用情
用力推动脱贫攻坚向纵深发展。

出台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实施意见；全面聚焦扶
贫领域作风建设；始终坚持“精准精细”，“大扶贫”格局全
面形成。 三湘大地脱贫攻坚波澜壮阔， 预计全年可实现
131 万贫困人口脱贫、2491 个贫困村脱贫出列、18 个贫困
县脱贫摘帽。

8 月 22 日，桂东县沤江镇大坪村，村民在制作彩色糍
粑，庆祝全村脱贫摘帽。 邓仁湘 摄

机构改革全面实施
湖南发展

增添有力体制机制保障
2018 年 10 月， 全省机构改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改

革后，省本级共设置党政机构 60 个，其中党委机构 17 个，
政府机构 43 个。改革蹄疾步稳，省级机构改革任务年底基
本完成， 全省各级机构改革任务将于 2019 年 3 月底前基
本完成。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
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革，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构
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机构职能体系，为加快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提供了有力体制机制保障。

10 月 28 日，湖南省生态环境厅挂牌成立，成为我省
机构改革中第一个挂牌的省直部门。 胡玉洁 摄

中非经贸博览会
永久落户湖南

湖南开放崛起按下“加速键”

2018年 9月 6日， 第四届对非投资论坛在长沙隆重开
幕。论坛新闻发布会透露，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将永久落
户湖南。

中非经贸博览会是在中非合作论坛下唯一的国家级对非
经贸落地机制，也是湖南第一个国家级的对外开放平台。首届
博览会将于 2019年 6月在长沙举行。

2018年，湖南深入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开放崛
起“五大行动”成效显著。 进出口一路高歌猛进，增幅远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三类 500强”企业纷至沓来，“2018湖南 -长三
角经贸合作洽谈周”引进资金 2600多亿元；新增 78家湘企
“走出去”， 对外投资走在中西部前列； 城陵矶口岸全年突破
50万标箱在望，湘欧班列跻身全国前五……开放强省发力奋
进，开放型经济加速奔跑。

9 月 6 日， 第四届对非投资论坛举行高级别圆桌会
议。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怀邵衡铁路开通运营

湖南人出行越来越便捷
12 月 26 日，备受瞩目的怀邵衡铁路开通运营，湘南

湘西地区搭上了希望的动车。
怀邵衡铁路分别与沪昆高铁、京广高铁对接，构成了

湖南高铁“金三角”。洞口县、隆回县、衡阳县结束了不通铁
路的历史。

今年来，湖南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综合交通体系基
本建成，百姓出行更加便捷。 益马、岳望、马安高速公路相
继建成通车，湘阴、安化实现“县城 30 分钟上高速”。 长沙
黄花国际机场获评 SKYTRAX“国际四星级机场”， 迈入
“双跑道、双航站楼”运营新时代。岳阳荷花机场开通运营，
全省机场增至 8 个。 全省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 3000 万人
次，创历史新高。

12 月 26 日上午 9 时 26 分，怀化南站，怀邵衡铁路本
线运营的首趟(怀化南至衡阳东）D9821 次列车发车。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6 月上旬，湖南开展为期 13 天的洞庭湖下塞湖非法矮围集中拆
除攻坚战，拆除矮围 18692.6 米，重现一片湖平水阔。

2018 年，湖南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打
响污染防治攻坚战，开创了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出台《关于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深入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
战略 大力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的决议》，着力“一湖四水”系统联
治，推进洞庭湖生态环境十大重点领域和九大重点区域整治，“一湖
四水”水质稳步改善。322 个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全部完
成，走在全国前列。

发起“夏季攻势”，集中力量解决 10 大重点任务。 以中央、省级
环保督察整改为契机，重拳整治散乱污企业。 加快解决黑臭水体、餐
饮油烟等一些“看得见、闻得到”的环境问题，生态惠民见成效。

6 月 14日， 沅江市漉湖芦苇场下塞湖矮围整治现场， 约 7200
米长的泥堤已被荡平。 傅聪 摄

下塞湖非法矮围得到有效整治
以空前力度打响污染防治攻坚战

4 月 25 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在岳阳城陵矶水文站考察。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产业项目建设年”热潮涌动
智能制造强势崛起

全省以“产业项目建设年”为主题，以“五个 100”为抓
手，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紧紧围绕振兴实体经济，掀起了抓
项目、兴产业的浓厚氛围。

全省 111 个重大产业项目 100%全部开工； 重大产品
创新项目完成投资超过百亿元；98 家“500 强”企业在湘投
资 170 个项目，伟创力、施耐德等 11 家“500 强”企业首次
落户湖南。 重大产业项目中，有一半为“智能制造”的补链、
延链、建链项目，长沙市的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及专项
项目总数，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一。

11 月 6 日，猎豹汽车长沙公司焊装车间，自动化生产
线在繁忙运转，机器人灵活、准确地焊接车身。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无惧风雪 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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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享有个人（家庭）账户
改善民生惠及面更广更公平更可持续

今年 11 月，《湖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家庭）账户管理办法（试行）》发布，将
惠及 5915 万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

2018 年，湖南着力改善和保障民生，从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保、医保、扶贫等方面
持续发力，进一步聚焦城乡居民、贫困人口和农村发展。城镇新增就业 80 万人，登记失业率
3.2%左右，为近年来最低；前三季度，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9.2%，高于经济增长速
度；启动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城乡全覆盖，出台医疗保障扶贫 3 年行动
方案等，建立起惠及面更广、更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体系。

全省财政民生支出占比达 70.1%，12件重点民生实事圆满完成。
3 月 8日，道县洪塘营瑶族乡大洞田村，村民展示签约服务本。 2017 年下半年以来，该

县成立了由县、乡、村三级医生组成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为群众提供基本公共卫生、
基本医疗等服务。 何红福 冯正春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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