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发展更有温度，让生活更有温情，让市民
享受更有质感的幸福！”——这是长沙孜孜以求
的城市理想。近年来长沙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倾
注真情实感，投入真金白银，75%以上的新增财
力用于民生，着力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

改善人居环境，升级市民获得感。
在长沙“房住不炒”奠定了幸福的“基石”。

房价收入比长期保持在6.4左右，为全国50个典
型城市最低。今年上半年，长沙市本籍购房者比
例达到70%，首次置业者占比82%，近4年，长沙

年均净流入人口约 24 万。8 月 11 日，《焦点访
谈》栏目专题推介《房住不炒如何实现？长沙这
么做》。

在长沙“15 分钟便民生活圈”是幸福的“底
色”，2018 年以来，长沙共建成“15 分钟生活圈”
438个，基本实现城区全覆盖；今年以来，长沙又
紧紧围绕“菜食住行购、教科文卫体、老幼站厕
园”等民生细节，打造“一圈两场三道”升级版，扩
面提质“15 分钟生活圈”130 个，老百姓步行 15
分钟就能享受 20 多项公共服务，幸福感在家门
口持续升级。

2019 年，长沙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 10505
个；新改建农村公路 547.2 公里，巩固和新增农
村通自来水人口 7.31 万人。全市卫生健康、教
育 、住 房 保 障 支 出 分 别 增 长 50.8% 、19.9% 、
139.4%。

为实现“全面小康，不让一人掉队”的庄严承
诺，2019年 9月开始，长沙对城市困难群体实行
深度帮扶兜住了幸福的底线。尤其在今年疫情期
间，采取“上门走访”“一户一策”的办法精准帮扶
33..77万人次万人次，，发放帮扶资金发放帮扶资金11亿多元亿多元。。

有质感的幸福生活幸福生活
————写在长沙连续写在长沙连续1313年荣膺年荣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之际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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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对一座城市最高的褒奖！

11月18日，从杭州传来让人振奋的喜讯，长沙市连续13次荣膺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什么是幸福？一万个人有一万个答案。但人们总会将快乐、温

暖、拼搏、美好等词汇与之紧密相连。14年来，“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榜单风云变幻，而长沙何以蝉联？也许，她总跟这些积极的元素相

关；也许，我们能从年初那场疫情开始寻找答案。

庚子鼠年的春节注定是不平凡的，过年更
是过关。

尤其作为离武汉最近的省会城市，作为久负
盛名的医疗资源强市，一些鄂籍人士滞留长沙。

不逃避、不推诿、若有战、召必回！
1 月 23 日，农历除夕前夜。全省启动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长沙市迅速
反应，党政机关、机场车站、医院社区纷纷全员
放弃休假，2万余基层党组织 45 万党员高扬党
旗，率先投入战斗。

1月26日，长沙市委市政府当机立断，按照
“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
原则 3 天修缮重启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
明确及时收治长沙及周边所有的确诊病人。

从 1月 21日，长沙确诊第一例新冠肺炎病
例到 3 月 14 日全部清零，长沙累计收治了 242
位确诊病人，救治率达 99.17%，位居全国 200
个确诊城市前列。

因武汉机场等地临时关闭，年后一段时间，
长沙成为疫源地朋友辗转的港湾。

“我们住得安心，吃得放心，在长沙找到了
家的温暖。”

“热情的长沙人提供了五星级服务，等疫情
散了，请一定来我们武汉赏樱花吧！”

……
一段段暖心的文字，照片刷爆网络。疫魔

无情，长沙有爱。长沙用临危不乱的勇敢担当
注解幸福。

今年上半年，有一组数字格外亮眼，那就是
长沙以 5621.21 亿元的地区生产总值，2.2%的
增速位居全国万亿GDP城市第1位。

习近平总书记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在疫情防控的巨大压力下，奋斗是一种可贵的
姿态。

为使经济迅速回归发展的快车道，3月9日，
市委市政府吹响了“大干一百天实现双过半”的
奋斗号角。紧扣“六稳”“六保”，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长沙以赛促干，631
支青年突击队、7952名青年突击队员迅速奔赴
各行各业的第一线。

湘江鲲鹏计算产业软硬件生产线项目，
120 天交付使用，之后从产线安装到首台服务
器下线仅用时 20天，5月即实现首批服务器大
批量订单发货配送、首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多核高性能台式计算机正式发布。

惠科 8.6代超高清新型显示器件生产线项
目，4个工作日就办好建设规划许可证、用地规
划许可证，7000 多名工人日夜兼程，提前在 7
月实现厂房主体封顶。

在大竞赛活动助推下，长沙市35个工业行
业大类中14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增长，推动全市
经济运行逐月回暖。

7 月初，长沙又从 22 条工业新兴及优势产
业链中遴选了17个制造业标志性重点项目，充
分发挥龙头的示范引领作用。技改投资、工业
用电指标迅速回升。1 至 8 月，长沙 1320 个重
大项目完成投资 2931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81.6%。

在今年大环境最艰难的 1 至 8 月，长沙引
进“3 类 500 强”企业 87 家，引进重大招商引资
项目 127 个，总投资 1994 亿元。阿里巴巴、京
东云、CSDN等一批国际知名企业纷纷落户。

9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千年学
府岳麓书院，师生们夹道欢迎的场景历历
在目。

长沙是一座 3000 多年城址不变、城名
不迭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楚汉名城、屈贾
之乡的美誉。在传承湖湘文化的同时，她
又持续融入现代元素，近年来摘得了“东亚
文化之都”“世界媒体艺术之都”“活力之
城”等桂冠。

2017年11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法国巴黎宣布，长沙正式加入全球“创意城市
网络”，以影视、出版、演艺、动漫为代表的媒
体艺术产业集群在长沙迅速崛起。有着“中
国V谷”美誉的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已聚
集了视频文创上下游企业3000多家。

长沙是雷锋的家乡，已连续三届获评
全国文明城市。近年来，全市持续擦亮“雷

锋家乡学雷锋”品牌，涵养新时代城市文明
气质。95 万名雷锋志愿者活跃在城乡大
地，“雷锋超市”“雷锋义警”等志愿服务项
目遍地开花，“续写雷锋日记”“百城百台爱
心送考”等活动影响全国。特别是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4200 多名党员志愿者到企业
担任驻企防疫联络员，全力帮助企业纾困
解难、复工复产，雷锋精神在危难之时更显
光辉。

长沙还是一座活力四射的“网红之
城”，7 月 6 日，21 世纪经济报道、21 财经客
户端联合知乎和快公司共同发布《中国潮
经济·2020 网红城市百强榜单》，长沙跻身
全国 8 强，名列中部第一。同时，根据腾讯
与瞭望智库发布《中国城市夜经济影响力
报告（2019）》，长沙已经进入全国城市夜经
济影响力 TOP10 名单，仅次于重庆和北
京，排名第 3。在长沙有 1800 多名网红
KOL，其文娱产业上市公司市值达 1543 亿
元，位居全国第4位。

3天前，一组“长沙蓝”的图片再次刷爆
朋友圈。截至11月10日，今年长沙市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累计284天，较上年同期增加
47天，优良率为90.2%。

碧水蓝天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近年
来，长沙持续开展“蓝天保卫战”，像保护眼
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
待生态环境。严格实施“六控十严禁”，即
控尘、控车、控排、控烧、控油、控煤，严禁非
法倾倒、严禁工地黄土裸露、严禁燃烧散
煤、严禁露天烧烤、严禁高排放车辆进城等
措施，“长沙蓝”持续霸屏。

与此同时，长沙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
控制度考核和河长制工作考核，“一江六
河”全面截污。今年上半年，长沙 26 个国、
省控考核断面平均水质优良率为 100%，

“一江六河”及湘江其他支流水质达标率亦
为100%。

沿着湘江主轴，长沙打造了橘子洲、月
亮岛等各具特色的水景观、水文化主题公
园，建成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5 处、国家级湿
地公园 4 处、市民亲水休闲场所 200 余处、
120 余公里滨水沿河河道、40 余公里的湘
江风光带，成为市民健身休闲的乐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长沙坚定不
移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两山”理念，
按照“四精五有”（精准规划、精美建设、精
致管理、精明增长；城市更加有颜值、有气
质、有内涵、有格调、有品位）要求，加快建
设美丽舒适宜居现代化大都市，一幅“天空
蓝、江水清、两岸绿、城乡美”的锦绣画卷徐
徐展开。

幸福是临危不乱的勇敢担当

幸福是奋发有为的矫健姿态

幸福是民本思想的不苟镌刻

幸福是风韵独具的文化魅力

幸福是碧水蓝天的诗意生活

初冬时节，红枫绚丽，
游人流连忘返。 高巍 摄

色彩斑斓的长沙水稻博物馆。 高巍 摄

鸟瞰山水洲城幸福长沙鸟瞰山水洲城幸福长沙。。杨再全杨再全 摄摄

橘子洲头，青年毛泽东塑像。 陈敏捷 摄

飘逸灵动的芙蓉花——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外景。 彭社欣 摄

湖南文化地标——新湖南大厦。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