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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百姓来说，购置房产，是一件高兴的事，也是一件
“烦心”的事。因为收房后要想取得产权证的话，必须办理多
项手续，跑多个窗口，周期长的要一两年。 但从今年 8月开
始，株洲市的购房者已经享受“交房即交证”的便利了。

8月 22日， 株洲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向全市房地产开
发企业送达《不动产登记“交房即交证”服务告知函》，正
式推出“交房即交证”创新服务新举措，在开发企业向购
房者交房时， 不动产登记中心可将产权证一并交给购房
者。
其实，从去年 9 月开始，株洲就已经将房屋交易和登记职
能整合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并通过理顺体制机制，已对不
动产登记进行了 4 次全面提速，提速近 90%。 其中，为了
让群众和企业缩短融资时间、减少融资成本，该中心已经

做到将个人抵押首次登记在 1 个工作日办结， 抵押权登
记在 3个工作日办结。

今年 8 月以来，借助“智慧株洲”大数据平台，株洲市
已经实现不动产登记与房产、税务、法院、金融、财政、公
积金等部门信息互通共享，实现“一次取号、一套资料、一
窗受理、一次办结”，不动产登记办证“最多 3 个工作日”，
个人存量房转移及抵押办证甚至可以做到“最多 1 小
时”。

改革，就是增加群众的幸福感。
2017 年 9 月 29 日， 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株洲市

城市综合管理条例》于 2018 年 3 月 1 日正式施行，这是
在全省非省会城市中第一个出台的城管综合立法， 在全
国新获立法权设区的城市中开了先河。

2017 年 12 月，经省政府批准，株洲市出台了全省第
一个城管体制改革方案。 根据这一方案，由市委、市政府
主要领导统一指挥、调配城市管理资源，统一协调、组织、
开展城市管理工作。 在执行体系上，将城市管理工作划分
为城市规划、市容环卫、基础设施、园林绿化、交通秩序、
农贸市场等 15 项工作， 每项工作明确一个牵头部门，做
到管理无盲区、无缝隙。

“日考评、周反馈、月评比、季讲评、年总结”。 目前，株
洲市城市管理考评已形成体系，构成特色。 市里专门设立
城市管理奖励基金，每月根据考评结果重奖重罚，第一名
奖 100 万元，最后一名罚 30 万元，考评结果与责任人一
律在媒体公布。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是检验改革成效的“试金石”。
近几年来， 株洲市共推进了 38 项文化领域重点改革、27
项司法领域重点改革、61项社会领域重点改革，实实在在
提升了民生福祉。

敢破敢立奋楫行
———株洲市不断扩大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纪实之一（改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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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 月底前，在全省率先将企业开办时间压
缩至 3 个工作日以内，其中企业登记压缩至 2 个工作
日以内，印章刻制压缩至 0.5 个工作日以内，发票申
领压缩至 0.5 个工作日以内”。

10 月 17 日，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
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实施方案》，决定进一步简化企
业登记办理环节，压缩办理时间，将企业开办必备环节
精简为企业登记、印章刻制、发票申领 3 个环节。

这已经是株洲市今年第三次就此进行改革了。
今年 4 月底，株洲市工商局在全省率先试行营业

执照办理提速“当场办结”制，实现了“一次申请，即时
领照”。 7 月，市工商局明确将企业设立登记时间压缩
至 3 个工作日内，材料齐全的可当日办结，当天领照，
最大限度避免企业“往返跑”。 目前，全市企业注册登
记业务当日办结率已达 80%以上。

改革还在深入推进。 据株洲市有关负责人介绍,
压缩企业开办时间作为株洲市商事登记领域改革“三
部曲”之一率先出台后，企业设立登记、商事登记领域
“证照联办”改革方案也即将出台。

如此密集的改革节奏，显示出株洲市推进改革的
坚定决心。

“抓改革就是抓发展。 不妨说，改革就是抓发展最
有效的办法，最省力的办法，最高明的办法。但改革也
不是悠闲的散步，而是要走上坡路、涉险滩，因此必须
要有勇气有毅力。 ”在谈到为什么如此重视改革时，株
洲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毛腾飞
如是说。

几年来，株洲市一直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全
市工作的重要抓手，用改革促发展，用发展带改革，逐
步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株洲特色的改革之路。

2014年 3 月， 株洲市委正式成立市委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由市委书记任组长，市委常委担任下设 9 个改革专项小
组组长。深改小组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台《中共株洲市
委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施意见》， 铺排 9大领域 461 项改
革任务，明确改革任务书、路线图、责任人、时间表、每年度改
革工作要点。

株洲市的改革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
到目前为止，株洲市委深改组已经召开了 24次会议。仅

在去年的一次会议上，就审议通过了投融资体制改革、海绵
城市建设、湿地保护管理等数个改革文件，并以“最多跑一
次”改革为总抓手，全力打造株洲“放管服”改革“升级版”，全
面系统梳理业务流程、再造办事流程。

近几年来，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昔日“摸着石头过
河”的阶段已经成为过去式。 为此，株洲市委与时俱进，决心
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推进改革， 依托更广阔的背景融入改革，
借助改革推动全市工作再上台阶，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等改革
经验获国务院通报表扬。

在此背景下，积极争取和承担改革试点任务，就成为了
株洲市推进改革的“新常态”。

据统计，40年来，株洲市共承担了 100多个国家、省级试
点任务，其中包括国家两型社会建设、全国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城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
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国家首批产城融合示范区、全国第
二批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市、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全国首个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聚发展试点等。

试点是信任，是责任，更是使命。
在推动两型社会建设中，株洲市运用改革的思维，从健

全完善推进机制入手， 先后编制两型社会攻坚战实施纲要、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实施方案等 40 多个规划和方案，完
善提升了 14个类别的建设标准和操作规程， 出台了差异化
的生态文明考核评价办法。

在难度最大的环境污染治理上面，株洲市大胆采取市场
化的办法筹措建设资金，BT、BOT、PPP 等筹资模式竞相登
台。 自 2015年开始，该市每年都向社会公开发布项目库，共
实施 PPP 项目 82 个，总投资额 1238.2 亿元；有 40 多个项
目实行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其中，清水塘老工业区成为
全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试点。

在改革的推动下，株洲市两型社会建设成效显著。 5 年
来，全市累计投资超过 300 亿元，实施项目 1425 个，取缔污
水直排口 39 个， 关闭湘江两岸畜禽养殖企业 800 多家，关
停企业（生产线）217 家（条）、拆除烟囱 115 座，建成垃圾焚
烧发电厂，污水处理实现县城全覆盖，建立了覆盖全市的四
级河长制。

一个窗口，可以办理 12 个部门 295 项区内自然人审
批服务事项，并且还能免费将办结资料邮寄到家中。 这听
起来似乎“不太可能”的事，如今在株洲市荷塘区早已变
成现实。 而这，都归功于该区大力推行的“一门式”服务改
革。

所谓“一门式”服务，就是通过“互联网 + 政务服务”，
在区、街道、社区三级建立了 40 个政务（便民）服务中心，
将行政审批事项集中到前台受理，交给后台无差别、电子
化系统“一门”处理，从而实现超过 70%的事项当场办结，
群众再也不用为跑一个手续四处找关系、找门路了。

2017 年，荷塘区“一门式”服务平台创新荣获省委、
省政府颁发的首届管理创新奖。

改革永远在路上。 在荷塘区，“最多跑一次”远不是政
务服务改革的终点。 今年 10 月，该区又实现了 30%的事

项在网上办理或预受理，把服务送到居民手上，从而实现
“最多跑一次”向“一次都不用跑”的再升级。

与荷塘区的“一门式”改革异曲同工的是，市建设部
门也下大力用“权力减法”换取“市场乘法”。 从 2015年 6
月起， 市住建局牵头组织初步设计联合审查和建设工程
合并验收，实行一个公章对外办结。 该举措实施以来，共
完成初步设计联合审查项目 320 多个、 合并验收项目
270多个。

改革效果立竿见影。 目前，株洲市建设项目审批耗时
由过去 3 至 4 个月缩短到目前的 11 个工作日，项目验收
审批耗时由过去的 4 至 5 个月缩减到目前 10 个工作日，
企业投资和政府投资项目审批分别由过去的 200 个以
上、300个以上工作日缩短到 69个、118个工作日。

2017 年，株洲市建设领域投资审批管理创新同样获

得省委、省政府颁发的首届管理创新奖。
行政审批事项多，审批部门多，审批时间长，曾经是

行政体制机制运行中存在的痼疾， 是改革实现了政府服
务的规范、便捷、高效。

几年前，一名曾在株洲创办过医疗器械公司的老板，
为了办理营业执照，整整花了一个月跑工商、税务、卫计
等部门，重复递交了一堆繁琐的资料。 今年 8 月，这个老
板又要在株洲办一家企业，结果仅用 3 个工作日，只跑了
一次政务中心，就顺利拿到了营业执照，还同时拿到了经
营许可证、税务发票等。

“最多跑一次”改革，成为株洲市行政效能加快提升
的催化剂。

今年以来，株洲以商事登记改革为突破口，继续扩大
改革面。 目前，该市已梳理了 30多个新的事项，将其列入
新的改革范畴，以便让更多的群众通过“一套流程资料、
一份申请表格、一窗受理出件、一个联办系统”，享受更便
捷的政务服务。

作为一座“改革之城”，株洲市的改革步伐一直走在
全省前列———

国企“三供一业”分离改革成效全省第一，连续四年
被评为全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一等奖， 政府投资评
审工作连续 6 年全省第一，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政府购买
服务、预算绩效管理等工作经验全省推介，政府债务管理
获得省一等奖， 省内率先建立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分
担机制，市属国有企业首次实现在省内发行境外债券，开
通全省第一家市州股权交易分所……

2014 年 12 月 31 日，株洲市举行首批在株央企“三
供一业”（特指国企供水、供电、供热和物业管理）分离移
交签约仪式。 当天，中盐株化集团公司、南车长江车辆株
洲分公司与市自来水公司、 国网株洲供电分公司签订了
供水供电移交协议。

从此，株洲市“三供一业”改革进入快车道。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不仅可使相关企业“轻装上

阵”加快发展，还让来自企业的居民用上了放心水、安全
电。“企业减负、居民高兴、政府满意、社会稳定”，多方共
赢，皆大欢喜。 据统计，株洲市列入“三供一业”分离移交
改造的企业共有 35 家，其中央企 28 家，省企 7 家，共 9
万余户居民直接受益。

一项改革，多厂受益。 改革，正越来越多地作用于发
展。

近年来， 株洲市牢牢扭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
子”，坚持市场导向，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改革的重
点放在积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上，大力推
进了 100项经济领域重点改革，实施了 14 项行政领域重
点改革。

株洲地处湖南的开放前沿， 为给企业通江达海之
“便”，该市大力推进“关通天下”工程建设，对接长江经济
带区域通关一体化、“长株潭”通关一体化等，为报关企业
提供“一地注册、全国报关”优质服务，使企业每批货物节
省通关资金成本 200元，节约通关时间一天。

2016年，为拆掉悬在企业头上的费用“高压线”，株洲
市全面实施“营改增”、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社保费
率和水电气价格，不到两年时间，为企业和社会减负近 35
亿元。 今年以来，更是停征了 41项行政事业性收费，为企
业减负 20亿元以上。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市规模工业
企业资产负债率已经下降 3.8个百分点。

只要企业需要， 政府马上就办。 通过在全省率先开展
“先照后证”改革，株洲市将 189项前置许可项目变为后置，
市本级行政审批项目由 302 项精简至 122 项， 并整合了
100个专业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全天候、多层次
的服务。 通过在全省首推“24小时见面”制，建立解决企业
问题的快速反应机制，使全市 24小时见面率达到 99.8%。

T1 敢破敢立奋楫行
T2 出江入海天地宽
T3 活力迸发“动力谷”
T4 生态路上大步走

T5 湘江两岸和风劲
T6 耕云播雨 韵动致远
T7 豪情耕热土 壮志建新城
T8 “花炮瓷都”绽放幸福平安

“深水区” “涉水”走在前无 惧

“关键牌” 行政提效能打 好

“发展策” 发展添活力共 谋

“民生账” 找准着力点算 清

壮美株洲，大城崛起。 谭青云 摄

改革开放 40年·株洲印记·特刊

周怀立

大风起，云飞扬；大潮起，涌湘江。
2018 年 6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经济日报社在北

京共同发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重大成果《中国
城市竞争力报告：40 年，城市星火已燎原》”。报告推选
出改革开放 40 年经济发展最成功的 40 个城市，株洲
市成功入选。

40 年，40 城。 收获这一殊荣，株洲当之无愧———
在这 40 年里，株洲市 GDP 总量增长 190.2 倍，全

市工业增加值增长 190 多倍， 规模工业总数增加 40

多倍， 全市三次产业比例由 33.7:50:16.3 调整为 2017
年的 8:48:44。

在这 40 年里，株洲诞生了我省第一个地（市）级
电视台、全省首批实行厂长负责制的试点单位、省内
第一家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的工厂、全国第一家试行
契约工资的企业、全省首家发行债券的公司，开通了
全国第一条经济服务热线，率先启动了县级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建立了全省第一家企业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

在这 40 年里，株洲诞生了世界首款智轨列车、世
界第一台储能式有轨电车、 世界最大功率电力机车、

国内第一款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航空发动机等，
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新能源客车生产基地、亚洲最大的
电动汽车研制基地、亚洲最大的硬质合金研制基地和
全国最大的电力机车研制基地……

有一种信念叫执着，有一种前进叫跨越。
40 年改革开放，40 年风云激荡。 40 年铿锵前行，40

年硕果满仓。 在这个注定改变中国历史的 40年里，株洲
显示出“动力之城”的本色，彰显着“改革之城”的担当。

今天的株洲，集全国文明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全
国综治工作优秀地市、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中国

十大最具投资价值城市”、“中国最佳营商环境十大城
市”等荣誉于一身，先后承担着 100 多个国家和省级
试点任务。

今天的株洲，已于 2017 年底实现整体脱贫、建成
全面小康，并正在加快建设“一谷三区”（株洲·中国动
力谷、“一带一部”开放发展先行区、老工业城市转型
发展示范区、城乡统筹发展幸福区），并顺利开启了基
本现代化的全新征程。

继往开来，来日可期。
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史大潮中，株洲一定会

继续排头而立，交出更加精彩的“株洲答卷”……

有一种前进叫跨越写 在 前 面 的 话

改革激发了活力。 图为中车株机规模宏大的电
力机车制造车间。 谭青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