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理想之城。 对一个国家而
言，理想的城市，在于用什么样的理念去经营。

1978 年，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明
确“城市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把城市规划好、建设好、管理
好”。2002 年，国务院在城市管理、文化市场管理等 5 个
领域开展综合行政执法试点， 标志着城市管理执法向

“综合执法”迈出实质性步伐。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城市工作摆在前所未有

的重要位置。2015 年，在时隔 37 年后，中央城市工作会
议在北京召开。为城市把脉，开出良方，引导城市更健康
成长，正是这次会议的核心内容。 同年底，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
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对城市执法体制改革和城市管理
作出全面部署，并明确由住建部负责指导监督全国城市

管理工作。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湖南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

革，加强城市管理工作。今年 5 月 8 日，省住建厅设立城
市管理和执法监督局，标志着全省城市管理工作掀开了
新篇章。 截至 9 月底，全省有 13 个设区市和 118 个县
市区按城市执法体制改革要求，统一设立了城市管理和
综合执法局，城管“大家庭”不断增添新成员。

城市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家园，城市治理事关人民群
众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各地纷纷创新体制机制和治理
方式，市容市貌焕然一新。 株洲市建立 200 个“建宁驿
站”，各方反响良好；长沙市开展城管、公安联合执法，打
造了“双剑合璧”经验；郴州市制定城市管理精细化标
准，全面推行精细化管理；邵阳市聚力“洗城运动”，打造
干净亮丽的城市容颜。

城市管理执法行为逐步规范。 全省持续开展“强基
础、转作风、树形象”三年行动，各地强化执法队伍自我
管理和教育培训，执法人员配发制式服装，执法队伍认
同感显著增强，执法水平和业务素质明显提高，承担了
很多急难险重任务，城管人作为“城市守护者”的形象日
趋凸显。

与此同时，老百姓也日益感受到城市治理提质升级
带给他们的“福利”。 物业管理制度体系不断健全，业委
会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小区成为了每一位业主自己的

“家园”；垃圾分类变成新时尚，居民参与度日常活跃，让
垃圾不再“流浪”；城市微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
梯，主政者的“绣花”功夫让城市更精致；“共谋、共建、共
管、共评、共享”，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让社区、
群众日益成为城市舞台最活跃的“主角”；果皮箱、休闲
座椅、公交候车亭、交通指示标志、照明设施……不断添
置的城市“家具”，让户外场所像家一样方便舒适。 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建设生态优先、美丽宜居、生活美好的新
型城市，让人民生活更美好，正成为城市主政者的奋斗
目标！

———湖南住房城乡建设事业 70年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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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全省住房城乡建设行业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取得了令人自豪的辉煌成就。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省，新中国成立之初，全省城镇人口占总
人口比重仅 7.9%， 到 2018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56.02%。 城乡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城镇化已全面进入加速期。 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坚持高举推进新型城镇
化一面旗帜，始终贯穿“四个住建”（人文
住建、绿色住建、智慧住建、廉洁住
建）一条主线，倾力打造“政
府+协会学会+科研院
校+企业” 一个
体系。

砥砺奋进七十载 城乡建设谱新篇【前 言】

人居环境改善实现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

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大量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和各种生
活垃圾一度直接排入城市内河。 长沙的圭塘河堪称典型，河
水又黑又臭，曾是远近闻名的“龙须沟”。

经过多方努力，圭塘河以城市“双修”和海绵城市理念进
行改造，2017 年成功摘掉“黑臭水体”帽子，清澈的河道自然
舒展，与艺术桥、湿地、绿地相互呼应，成为城市“生态河”。

城市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美。湘江保护与治理成
为省“一号重点工程”，两个“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湘江
流域水质总体为优，80%的干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Ⅱ类水质
标准。 常德穿紫河、 郴州秧溪河等越来越多的城市内河，由
黑臭“龙须沟”变身滨水公园，杨柳依依、河水潺潺。

污染在水里，根子在岸上。 近年来，我省先后实施“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三年行动”、“两供两治”、“双修双改”等专项行
动，污水垃圾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主要指标稳
步增长，城乡环境基础设施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今年 4 月，省委、省政府又召开高规格的全省推进城乡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现场会，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提出着重抓好安全供水、气化湖南、污水治理、垃圾治理、黑
臭水体整治、智慧建设增效等六大工程。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自“城市品位”和“精
明增长”理念提出，传统的城市发展思维已然刷新———不再
追求 GDP 粗放型增长，而是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让城市
成为老百姓宜居宜业的乐园。

住有所居是安居乐业的起点，稳定房价是宜居宜业的关
键。 2018 年 6 月，长沙出台全国最严楼市调控政策，全面打
响反炒房攻坚战。 同年 7 月，省住建厅发布“湘十一条”，强
化楼市分类调控， 省内重点城市房价猛涨势头得到控制，让
人对城市的未来更有盼头。

城市有机更新，让乡愁得以安放。从“破旧立新”转向“修
旧如新”，常德老西门、永州柳子街、湘潭风车坪、郴州裕后街
等老街古巷，通过有机更新，守住了城市的风貌特色，让传统
与现代笔断意连； 拒绝“大拆大建”， 长沙棚改探索了一条
“留、改、拆”并重的新路子，改善了人居环境，也让都正街、高
正街、百果园等历史文化街区焕然一新。

宜居环境不断优化。 全省城市、县城燃气普及率分别达
到 93.6%、76.9%，城市供水普及率达到 94.31%。建成国家园
林城市（县城）15 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39 个，全
国美丽宜居小镇（村庄）38 个，中国传统村落 658 个，全国绿
色村庄 1430 个。

20 世纪 50-70 年代，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建筑
业企业数量稳步增加，企业产值规模明显提升。

建筑业的发展与区域建设紧密相关。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省建筑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规模化、工业
化、精细化、国际化发展态势日趋显现。

省住建厅日前公布的全省“建筑强企”名单，中建五
局、湖南建工集团、沙坪建设等 19家企业入选，吸引了业
内外的眼球。 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我省完成建筑业总
产值 9581.44亿元，同比增长 13.8%，即将升级为万亿元
级产业，建筑业已成为响当当的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从过去的“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到如今干净、
整洁的“智慧工地”，建筑业插上“互联网 +”翅膀后，转
型发展的节奏快得令人炫目。

在工地入口，工人通过“刷脸”进入；工地内设立信息
指挥中心，实时采集大量视频和各种数据，有了高科技加
成的“大脑”；塔吊施工不再单纯依赖对讲机，而是在塔吊
上安装了传感器，对风力、回转角、载重等数据进行采集，
实现精准、安全作业……在三湘大地，“智慧工地”已经成
为智慧城市理念在建筑工程行业的具体体现。

随着 5G 商用时代来临， 建筑业又站在了 5G 应用
的潮头。借助数字化 BIM+AR+VR 技术，三维化的设计
图纸和正在建造的建筑之间， 将搭建起可视化的桥梁。
而勘测、设计、施工、验收等建筑业全流程，也将迎来翻
天覆地般的大改造。尤为可喜的是，我省 BIM 技术应用
和省级统筹建设智慧工地的工作已走在全国前列。

不止于此，立足绿色发展、推动转型升级，我省在装
配式建筑产业培育、“一带一路”建设上持续发力。

装配式建筑被人形象地称为“搭积木”，其重点在于
“预制”和“拼装”。我省涌现出了远大住工、三一集团、筑
友智造等全国装配式建筑领军企业，年产能和综合实力
已居全国前列。 现有国家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 1 个(长
沙)，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9 家。 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
累计实施装配式建筑项目 4273 万平方米，年产能突破
3000 万平方米，总产值突破 700 亿元。 装配式建筑已
成为继超级稻、超级计算机、超高速轨道交通后的又一
张“湖南名片”。

湖湘建造更是频频出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由过
去的“借船出海”，到如今的“驾船出海”，我省工程承揽
能力明显提升。 如中建五局实施海外优先战略，目前已
在“一带一路”沿线 12 个国家有项目落地。 湖南建工集
团海外业务遍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 30 多个国家
和地区，涉及房建、公路、桥梁、电网等多个领域，其承揽
的塞内加尔竞技摔跤场项目，是中国在塞内加尔规模最
大的援助项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出席项目移交仪式。

建筑业发展实现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改革，向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源动力。“放管服”改
革，注定是一场自我革命、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伟大
工程。

全省住建系统一直致力于推进“放管服”改革，向改
革要效率、向创新要活力。 2018 年以来，省住建厅把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作为“放管服”的生动实践，
在全国非试点地区率先启动改革，坚持问题导向，完善
顶层设计，疏“堵点”、祛“痛点”、破“难点”，目的是让项
目落地更快点、办事程序更便捷点。

全省统一的工程建设审批管理系统今年 9 月正式
上线，实现了“五减”：审批事项由原来的 71 项压减至
50 项； 房建市政工程建设项目总审批时限由改革前的
230 个工作日压减至 60-100 个工作日以内；将改革前
71 项串联审批事项划分为 4 个审批阶段， 各阶段实行

“一家牵头、并联审批、限时办结”；全流程提交的申报材
料由 320 余份压减至 160 余份；通过推动“多规合一”
“区域评估”“多图联审”“多测合一”“联合验收” 等配套
改革，实现行政相对人整体跑动次数最简。

同时，省住建厅主动下放厅本级行政审批权，省管
项目初步设计审查、施工图审查备案、质量安全监管、施
工许可证核发、竣工验收备案等行政权力事项做到“应
放尽放”。 自今年 5 月起，全面推行行政许可电子化申
报和审批，基本实现企业群众从“最多跑一次”到“一次
不用跑”。 开展“减证便民”专项行动，砍掉验资证明、经
营场所证明等不合理证明材料 16 项。

省住建厅还大力推进施工图审查制度改革，推出“互
联网 + 图审”、政府购买服务、多审合一、多图联审等一
系列举措。 改革以来，基本实现“零跑路、零接触、零付
费”， 施工图审查和备案时间从 100 天提速到平均 9.1
天， 平均每年为建设单位节省施工图审查服务费 3.2 亿
元， 主管部门平均每年纠正违反质量安全标准问题 823
个，勘察设计监管能力是以往线下纸质审查的 24.6倍。

“放管服”改革实现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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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农耕文明，人类把憧憬的目光投向城市。
迅速崛起的中小城镇，大规模迁徙的人口大军，世界上没

有哪个国家，经历着当下中国这样高速度、有秩序的城镇化。
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连接了城镇化的昨天、今天和

明天。 1956 年建成的中苏友好大楼（现长沙市口腔医院），建
筑高 18 米， 为历史上的中苏友谊作了无声见证； 始建于
1959 年的湖南宾馆，高 35 米，是当时湖南第一高楼，这一建
筑高度纪录直到 1972 年才被位于长沙河西的麓山饭店（现
麓山宾馆）打破，达到 40 米……而 2018 年开业的九龙仓国
际金融中心，以 452 米高度重塑了湖南的“天际线”。

1978 年，改革开放拉开伟大征程的序幕，当年我省召开
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重申中央提出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合
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指导方针。小城镇建设轰
轰烈烈，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

2000 年，全省城镇化水平达 29.75%。 尽管这一数字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 6 个多百分点，却被视为湖南城镇化的新起
点———从世界普遍规律看， 城市化率在 10%至 30%区间是
缓慢发展期，30%至 70%区间为加速发展期。

城市群的概念得到了强化。 在 2006 年 5 月全省新型工
业化座谈会上，省委提出要围绕长株潭城市群建设推进城市
化。 其后召开的省第九次党代会上， 推进长株潭一体化和
“3+5”城市群建设，被确定为富民强省的一项重大战略。

2016 年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 省委书记杜家毫在大会
报告中强调：要大力推进长株潭一体化，深入实施“一核三极
四带多点”区域发展战略，构建新型城镇体系。 此后，决策层
对推进长株潭一体化的思路进一步明晰：努力打造全省经济
核心增长极的升级版、中部崛起新高地、全国城市群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 眼下，长株潭“三干两轨”项目(即芙蓉大道、洞
株路、潭州大道快速化改造项目，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
线项目、长株潭城际铁路“四完善两加快”项目)建设正如火
如荼。

目前，全省 100 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增至 5 个，城市对人
口的集聚能力显著提升。 其中，长沙成为Ⅰ型大城市(城区常
住人口 300 万至 500 万)，衡阳、株洲、常德、岳阳成为Ⅱ型大
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100万至 300万)。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
新一轮户籍制度和居住证制度改革落地实施， 我省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全面提速， 城镇常住人口由 1949 年的 236 万人
增长到 2018年的 3865万人，全省城镇化率达到 56.02%。

与此同时，城市功能也在不断完善。新中国成立之初，全
省只有长沙有 8 辆烧木炭的公共汽车， 营运里程 4.5 公里。
到 2018 年底，全省市区总面积达 51437 平方公里，城市道
路总长度达 13192 公里，高速公路覆盖全省 98%的人口，高
铁通车里程位居全国前列。

住房保障实现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三代人“蜗居”一室是当时普遍的居住
现象， 大多数家庭住的是简陋棚屋。 以省会长沙为例，1957
年长沙市人均住房面积仅 4.37 平方米。

计划经济年代，城镇居民解决住房主要停留在“等、靠、
要”，即等国家划拨房、靠组织建房、向单位要房。由于长期以
来片面强调“先生产、后生活”，住房紧张成为一个严重的社
会问题。

1980 年，国家提出改革城镇住房投资、建设和分配制度
的总体设想，湖南老百姓的“家”，经历了从福利分配到市场
购房的巨大转变。住房制度改革迈开了步子，开始推行“加租
起步、建商品房开始、逐步过渡到货币分房”。

1992 年邓小平南巡之后， 神州大地上掀起改革开放的
大潮，城市房地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存量公房出售更是我
省房改工作的重点。 同时，向新加坡学习借鉴的住房公积金
制度改革在全国铺开， 我省于 1995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推
行。 还有租金改革也在同步推进。

时间向前推进。 随着全省近 8000 万平方米的存量公有
住房陆续出售，住房流通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全省城镇人均
居住面积由 1978 年的 3.9 平方米提高到 1998 年的 10.4 平
方米。

新世纪伊始，关于房地产和财富的话题热起来了，各路
资金争相涌入，商品房成为我省住房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既有长沙梅溪湖、滨江新城等政府主导的片区大开发，也
有碧桂园、万科、北辰等房企巨头争相布局湖南市场。

高铁网加速建设，在拉近时空距离的同时，也让逐利的
资本向中西部三四线城市转移。郴州提出建设湖南最开放城
市、湘粤赣省际区域中心城市的奋斗目标，城市骨架全面拉
开，人居环境明显提升；普铁时代拉来了怀化这座新兴城市，
高铁时代再度让怀化跻身“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成为五省
边区加速发展的宜居宜业中心城市。

与此同时，为解决全省城镇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 2008
年， 我省全面启动保障性安居工程。 省住建厅数据显示，
2010 年以来，全省累计建设公租房 105.5 万套，发放住房租
赁补贴 57.41 万户，城镇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实
现“应保尽保”； 完成各类棚户区改造 261.3 万套， 帮助近
1000 万居民“出棚进楼”；实施农村危房改造 171.71 万户，
户均补助从 2009 年的 5000 元提高到现在的 2.45 万元，帮
助超过 500 万农户解决了住房困难问题。

至 2018 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 48.8 平方
米， 比 1978 年增加 44.9 平方米， 增幅达 12.5
倍；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 63.6 平方米，
比 1978 年增加 53.1 平方米，增长超过 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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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株潭城际铁路———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项目。

常德穿紫河综合治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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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生活垃圾深度综合处理（清洁焚烧）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