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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发展健康养老服务业。开辟老年护理、健康咨询、陪护就

医等消费新领域，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机制，支
持养老机构开展医疗服务，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延伸至社区、家庭，
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医养结合机构， 鼓励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
融合发展。

131.支持健康服务业多元发展。发展心理健康、母婴照料、营
养保健、美容整形、健康体检、健康管理、慢性病预防等服务。发展
体育健身俱乐部、体育健身组织以及运动健身培训、健身指导咨询
等服务。整合生态、医疗、中医药等特色养生保健资源，发展健康疗
养产业，建设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

第五节 推动服务业专业化品质化发展
132.专业化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与生产制

造的融合度，引导和支持制造企业延伸服务链条，推进制造业服务
化。鼓励服务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和市场创
新，促进创业服务、科技服务、咨询服务、信息服务、信用评级、知识
产权、节能环保、检验检测、商务会展、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向
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发展。

133.品质化提升生活性服务业。积极运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
技术，改造提升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家政服务等传统生活性服务
业，推动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变。推动各类专业市场转型发展，引
导传统商贸企业与电子商务企业整合，向供应链协同平台转型。加
快服务产品和业态创新，促进文化旅游、健康养老、休闲娱乐、体育
服务、教育培训等服务业融合发展，积极发展个性化定制服务。

第十五章 加快完善现代基础设施

按照网络化布局、智能化管理、一体化服务、绿色化发展的要
求，加强以交通、能源、水利等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现代化
水平和支撑保障能力。

第一节 完善综合交通网
134.强化铁路运输网。抢抓中西部铁路通道建设机遇，加快怀

邵衡、黔张常等快速铁路，蒙华等铁路新线，洛湛、渝怀、湘桂等既
有线扩能改造项目建设，规划建设常德至岳阳至九江铁路、兴义至
永州至郴州至赣州铁路、安康至张家界至衡阳铁路，规划研究襄阳
至常德至永州至南宁高铁通道、石门至慈利至张家界、铜仁至吉首
高铁连接线等项目，重点推动时速250公里及以上的张家界至吉首
至怀化铁路、渝长厦铁路（常益长段、长沙至赣州段）等建设，实现
高铁覆盖所有市州，形成全省2小时高铁经济圈及以长沙为中心由
怀邵衡、张吉怀、黔张常、常益长、沪昆客专、武广客专组成的高铁
环线。完善全省铁路站场配套设施建设，加快长沙（株洲）、怀化、衡
阳三大铁路枢纽建设，建设具有增值服务功能的铁路客货运中心。
到2020年，铁路通车里程达到6000公里左右，基本形成布局合理、
安全高效、结构清晰、功能完善、衔接顺畅的铁路网络。

图3 湖南省“十三五”铁路布局示意图

135.优化公路运输网。优化高速公路网，重点推进新增国高网
项目、繁忙路段扩容项目、出省通道和断头路建设，实现与周边六
省高速公路多通道高效衔接，形成"七纵七横"高速公路骨架网。提
高国省干线公路技术等级与服务水平，加快建设普通国道、重要景
区连接路，建设连接水路、铁路和航空枢纽及高速公路互通的集散
通道，加快实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规划项目。改善农村交通条
件， 实施建制村优选通达路线加宽工程、 安保工程和危桥改造建
设，完善农村公路路网。到2020年，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7000公
里以上，国省干线二级以上公路比重超过50%。

图4 湖南省“十三五”高速公路布局示意图

136.提升水路运输网。协调推进长江航道治理，全面推进“一
纵五横”高等级航道建设，加快将淞虎航道打造成湖南入长江第二
航道，建设通达便利的内河运输网。优化港口功能布局，加强港口
基础设施和集疏运体系建设， 将岳阳城陵矶新港打造成为长江中
游重要的航运物流中心， 将长沙霞凝港区打造成专业化运输核心
港区，提升长沙、岳阳、株洲、湘潭、常德、益阳、衡阳等重点港口功
能。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培育港口龙头企业，鼓励物流向港口码

头集聚。到2020年，三级（1000吨级）及以上航道里程达到1400公
里左右。

图5 湖南省“十三五”航道及港口布局示意图

137.拓展航空运输网。实施长沙黄花机场飞行区东扩、空港配
套等项目，适时启动第三跑道规划研究工作，打造长江中游重要的
国际空港枢纽。推进张家界、常德、怀化机场改扩建和永州零陵机
场迁建项目，新建武冈、岳阳机场，规划建设湘西州、郴州、娄底机
场，规划研究邵东军民两用机场。形成“一枢纽一干多支”航空运输
体系。完善航线网络，开辟新的国际航线，提高长沙飞往主要城市
航班密度， 加快发展通用航空， 加强支线机场航班航线培育。到
2020年，实现地级城市1.5小时车程可以享受航空运输服务，所有
市州有通用航空机场服务保障设施。

图6 湖南省“十三五”机场布局示意图

138.提升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加快长沙（株洲、湘潭）、岳阳、怀
化、衡阳、常德等全国性、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强化枢纽站点
便捷中转，实现城市轨道交通、地面公共交通、私人交通等设施与
干线铁路、干线公路、机场等客运零距离换乘和货运无缝化衔接。
将黄花机场和长沙高铁南站打造成全国复合型交通枢纽。 统筹货
运枢纽与开发区、物流园区等空间布局，完善枢纽站点服务功能，
加强枢纽站场配套设施建设， 实现不同运输方式在枢纽站点的联
程联运和高效集疏。鼓励发展多式联运，提高集装箱和大宗散货铁
水联运比重。

第二节 完善能源保障网
139.增强省内能源供应能力。加强省内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加

快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提高地热能等资源开
发利用水平。支持重点产煤区资源条件好、技术先进的煤矿实施安
全升级改造，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深入发掘水电，加强现有大型水
电站提质扩能，适度发展抽水蓄能电站。多元化利用生物质能，促
进热电联产、成型燃料、气化、生物乙醇等多元化利用。

140. 拓展省
外 能 源 输 入 通
道 。 把握国际能
源格局调整、国
内能源供需相对
宽松的机遇 ，积
极引入省外优质
低价能源。 推动
煤运通道建设，
增强北煤南运、
西煤入湘能力，
积极拓展海进江
煤运通道。 推进
特高压直流工程
建成投运， 加强
湖南电网与华中

电网的联络线建设。加强与国家及周边省份对接，尽快建成入湘油
气管网。

141.推动能源结构清洁转型。优先发展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
源，推广地源热泵供暖制冷应用，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推进“气
化湖南”工程，加快国家干线、省内支干线和城市燃气管网建设，基本
实现天然气全覆盖、县县用。有序发展清洁高效火电，全面实施现役
燃煤机组节能减排改造升级。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做好厂址规划和保
护。大力推进油气替代煤炭、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

第三节 完善水利设施网
142.健全防洪减灾体系。完成涔天河水库扩建、莽山水库建

设，推进犬木塘、宜冲桥、石磨岭等水利枢纽前期工作。实施洞庭湖
四口水系整治和重点垸堤防加固、蓄滞洪区建设、长江干流河势控
制和岸坡影响处理工程、黄盖湖防洪治理等。实施湘资沅澧四水主
要干支流重要河段治理、中小河流治理、中小河流重点县综合整治
及水系连通工程。基本完成县级以上城市防洪工程建设、县区山洪
灾害调查评价与非工程措施升级、 重点山洪沟小流域防洪治理工
程建设。实施病险水库（闸）除险加固工程，加强水文水资源站网和
防汛抗旱调度体系建设。

143.合理配置水资源。加强洞庭湖北部地区水资源配置，建设
洞庭湖区西水东调及河湖连通工程，加快山丘区引调水工程、抗旱
应急引提调水工程建设。加快毛俊等大型水库，芦江等中型水库水
源工程建设，新建一批小型水库水源工程。加强重要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推进城市清洁饮用水源工程建设。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巩固提
升工程，到2020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0%以上，农村集中式
人口供水比例达到85%以上。

144.加快农田水利建设。加快大型灌区及重点中型灌区续建
配套与节水改造，加快大型灌排泵站更新改造，启动中型灌排泵站
更新改造。实施106县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推进高效节水灌溉
工程建设。加快衡邵干旱走廊治理。

图8 湖南省“十三五”重大水利工程布局示意图

第五篇 发展成果 全民共建共享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

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维护社会和谐，增进
人民福祉，发展人民民主，使人民有更多获得感。

第十六章 着力推进精准脱贫

坚持精准脱贫方略，贯彻落实“六个精准”、“五个一批”要求，
以湘西自治州为主战场，以连片特困地区为重点，统筹推进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重点贫困县市及贫困人口全面脱贫。

第一节 加快贫困地区发展
145.推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发展。统筹推进武陵山、罗霄山片

区区域发展与脱贫攻坚。实施一批跨区域基础设施重大项目，改善
片区发展基础条件。围绕片区公共服务薄弱环节，实施一批教育、
医疗、住房、文化、体育领域的重点项目，加强民生保障。支持发展
生态经济，增强发展活力。

146.推进贫困县如期脱贫。推进村级公路畅通、饮水安全、农
村电力保障、危房改造、特色产业增收、乡村旅游扶贫、教育扶贫、
卫生和计划生育、文化、贫困村信息化等10项重点工作。因地制宜
发展比较优势突出的农业、旅游等产业，建设特色产业园区，增强
自我发展能力。发展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事业，补齐民生短板，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2020年，实现51个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全部摘帽。

147.推进贫困村整体脱贫。加强扶贫工作队驻村帮扶力度，选
好配强村支部第一书记。鼓励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采取定点
扶持、结对共建等形式到村到户结对帮扶。优先向贫困地区整村整
乡连片安排重大项目、重点工程、新兴产业，优先引进产业合作者
和战略投资者。 整合涉农资金集中投向与改善贫困农户生产生活
条件、增加贫困农户收入有直接关联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开发项目。
到2020年，就学、就医、养老、低保、五保全面落实，村集体经济收
入达到5万元以上。

第二节 实现贫困人口脱贫
148.扶持发展生产脱贫。对具备劳动能力、缺乏收入来源的约

270万贫困人口，发挥扶贫经济组织带动作用，通过直接帮扶、委托
帮扶、股份合作等方式，发展生态农业、特色养殖、休闲旅游等特色
优势产业，实现稳定增收脱贫。确保贫困人口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149.实施易地搬迁脱贫。对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
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约80万贫困人口，按照政府引导、自觉
自愿、因地制宜、分步实施的原则，统筹生态移民、危房改造、避险
安置等各类政策措施，实施易地搬迁，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后
续产业，确保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

150.结合生态保护脱贫。推进重大生态工程项目和资金安排
向贫困地区倾斜，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增加重点生态
功能区转移支付。创新生态资金使用方式，利用生态补偿和生态保
护工程资金使当地有劳动能力的部分贫困人口转为护林员等生态
保护人员。

151.着力加强教育脱贫。推进教育经费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
和职业教育倾斜，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对农村贫困家庭幼儿特
别是留守儿童给予特殊关爱，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程，对贫
困家庭约20万“两后生”开展职业教育，对约60万贫困人口加强技
能培训，拓宽增收渠道、提高收入水平，推进教育强民、技能富民。

152.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加强低保政策和扶贫政策衔接，对完
全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统筹
农村扶贫标准和农村低保标准，实现应保尽保。对因病致贫返贫的
贫困人口，扩大大病保险覆盖面，加大医疗救助力度，将符合条件
的贫困人口纳入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范围。

到2020年，稳步实现全省农村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465
万贫困人口实现全面脱贫，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0000元。

第三节 创新扶贫政策机制
153.强化政策保障。积极争取中央资金，加大省级财政投入力

度，发挥政策性、开发性、商业性和合作性金融互补作用，整合各类
扶贫资源，形成各类资金支持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优先保障扶贫
开发用地需要，加大贫困地区土地整治支持力度。完善资源开发收
益分享机制，对贫困地区开发水电、矿产资源占用集体土地的，试
行给原住居民集体股权方式进行补偿。加大科技扶贫力度。实施贫
困地区人才支持计划和杰出人才培养计划， 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
农村科技创业行动。

154.健全扶贫制度体系。落实脱贫工作责任制，完善中央统
筹、省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脱贫工作责任考
核，分年度实施脱贫计划，建立扶贫工作责任清单，制定扶贫考核
评价办法， 将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作为主
要考核指标，重点考核脱贫成效。建立扶贫对象退出制度，制定严
格规范透明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退出标准、程序和后续政策。
建立扶贫督查制度，逐级建立扶贫开发目标责任制，实施贫困县约
束制度，强化对必须作为和禁止作为事项监管，确保在规定时间内
达到稳定脱贫目标。健全广泛参与机制，健全党政机关、部队、人民
团体和国有企业定点扶贫机制，开展“万企联村”活动，支持民营企
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扶贫开发。实施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和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计划。打造扶贫公益品牌库。

第十七章 着力推进教育现代化

坚持以立德树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支撑创新驱动
发展、服务经济社会为导向，完善教育体系，促进教育公平，建设教
育强省，到2020年，教育综合实力步入全国前列。

第一节 推进基本公共教育均衡发展
155.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行统一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

保障机制，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改善乡村教学环境。科学规划
合理设置学校，加快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和“全面改薄”进程，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场所达标建设，基本实现办学条件现
代化，消除城市义务教育“大班额”、农村学校“大通铺”问题。到
2020年，90%的义务教育学校达到标准化学校要求，义务教育巩固
率稳定在98%以上。

156.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优化高中阶段学校布局，推进普通高
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协调发展。化解普通高中债务，改善办学条件，
扶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民族地区高中学校建设。 继续办好示范
高中，推进特色高中、综合高中建设，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化发
展。完善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率先对建档立卡
家庭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 提升特殊教育普及水平和
教育质量。到2020年，力争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3%。

157.提升学前教育发展水平。加快发展公办幼儿园，实施第二
轮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新建、改扩建一批公办幼儿园，支持农
村、贫困地区发展学前教育，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
举的办园格局。 （下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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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湖南省“十三五”能源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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