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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隆 林湘国 胡吉星 罗晓芳

12月16日，全国县域经济专业研究机构、社会智库中郡研究所发布了《第二十届县域经济与县域发展监测评价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揭晓第二十届县域经济与县域综合发展前100名县市等监测评价结果。

榜单显示，湖南省浏阳市实现高位再进位，位列县域经济与县域综合发展第9位、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第11位，两项排

名均比去年再前进1位。同时，浏阳7项指标均获“A”级以上，与长沙县、义乌市等一道成为前十强中不“偏科”的县市。此

外，浏阳县域发展质量基本指数为89.08，位列榜单第1，获评全国县域发展质量基本指数A+优等级县市。

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县域经济与县域综合发展实现高位再进位县域经济与县域综合发展实现高位再进位————

县域经济百强县域经济百强
跻身全国第跻身全国第99、、““A+A+优等优等””的背后的背后

今年的监测评价以“高质量发展与
转型跨越期监测评价新探索”为主题，
注重县域经济差异化特色发展、高质量
全面发展，鼓励竞强争优，建设创新
活力型更加富裕绿色幸福县域。

细看榜单，浏阳整体

继续保持中部地区的优势领先地位。
其中，经济增长率为 A+，是榜单前 60
名中该指标的唯一一个 A+；财政收入

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均
为 A++，为最高级别，

意味着增速达到全国平均增速 2 倍以
上；县域相对民富指数、县域相对天蓝
指数均为A+；居民收入增长率、消费增
长率为A。

百强竞争犹如高手论剑，高峰登
顶，拼的是综合实力，比的是优势特长，
竞的是发展潜力。在新冠肺炎疫情持
续影响、“三期叠加”持续深化、经济下
行压力持续加大等宏观背景下，浏阳得
以百强县中高位再进位，跻身全国第9，
这不仅是对浏阳县域经济发展成绩的
充分肯定，更是浏阳奋力担当实施“三
高四新”战略县域排头兵的生动注脚。

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期，县域
经济与县域发展的主要特征是“竞强争
优”。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项目的
支撑，浏阳决策者对此有着清醒的认
识。

一处处建设工地热火朝天，一幢幢
标准厂房拔地而起，一个个产业集群加
速形成，正成为浏阳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12 月 8 日，浏阳市举行 2020 年全
市重点项目观摩活动，由 200 余人组成
的观摩团实地观摩项目建设推进工作，
感受高质量发展的滚滚热潮。

在当天观摩的重点项目中，有提升
经济发展质量的产业项目：总投资达
320 亿元的长沙惠科第 8.6 代超高清新
型显示器件生产线项目，其主厂房建筑
面积约 64 万平方米，相当于 8 个“水立

方”，建成后将改写湖南“缺芯少屏”的
历史；总投资 10 亿元的蓝思新材项目，
建设电子产品辅助材料生产基地，项目
全部投产后，预计年销售额达 20 亿元，
将成为助推浏阳经济发展的又一强大
引擎；泰科天润碳化硅芯片项目建设年
产 6 万片 6 英寸碳化硅功率芯片量产
线，投产后将实现国产功率半导体的自
主可控，填补国内产业空白……

也有提高百姓幸福指数的民生项
目：按照三甲医院进行规划建设的市人
民医院整体搬迁项目，极大改善了医院
的就医环境，显著提升了群众的就医体
验；充满文艺气息、高科技感的浏阳市
图书馆、博物馆建设项目，不仅丰富了
市民的文化生活，还获评浏阳“十大文
旅网红打卡地”；总投资达59.07亿元的
椒花水库工程，是湖南省今年以来开工
建设的第二座大型水利项目，将有效解

决受水区40多万居民和长沙经开区、浏
阳经开区（高新区）的用水安全问题。

项目建设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浏阳牢牢抓住项
目建设“牛鼻子”，坚持“项目为王”不动
摇，一切为了项目，一切服务项目，用非
常之力、下恒久之功，推动一大批好项
目大项目签约落地、开工建设、投产达
效，撑起浏阳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

“四梁八柱”。
“我们将在更高起点深化创新开

放、在更广领域集聚资源要素、在更高
层次承接重大项目，主动把浏阳放在更
大的坐标系去考量和规划，抢占县域发
展先机，为浏阳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长沙市委常委、浏阳市委书记黎春秋表
示，浏阳将持续优化经济布局和结构调
整，不断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引
领力，努力实现高质量的供给、需求、资
源配置、投入产出、收入分配和经济循
环。同时，在向中高端结构增长的转变
中，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
现代制造业，努力担当实施“三高四新”
战略的县域排头兵。

在中郡研究所发布的第二十届县
域经济与县域综合发展百强榜单中，

“县域经济发展”评价体系着重看经济
数据，在“投资增长率”方面，浏阳的评
价指标为“A++”（指全国 2 倍增速以
上，为最高等级），这背后是浏阳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的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3年前，浏阳开全省先河推行“最多
跑一次”改革，如今已升级为3.0版本的

“一件事一次办”。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浏阳推出 15 项应对疫情
助力企业发展措施，减免租金、社保及
相关税费10.44亿元。创新实施“三集”
审批机制，在浏阳市民之家设立集中审
批服务区，按照“集中办公、集合查验、
集成审批”原则，以战时状态帮助项目
快投资、快动工、快投产，跑出了项目审
批“加速度”……

今年 3 月，为进一步提升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时效、确保重大项目如期开工
投产，浏阳针对以往出现的流程复杂、
涉及部门多、时间跨度长的弊病，决定

“刀刃向内”进行审批流程再造。
长沙惠科项目是“三集”审批机制

首批受益者。按照常规程序，办理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需要12个工作日，但最终仅用4个工
作日就顺利办好。这也使得惠科主体
封顶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20多天。

今年 9 月，浏阳市工程建设项目服
务中心成立，标志着“三集”审批机制从

“战时”机制转化为常态化机制。
11 月 26 日，在中国社科院信息化

研究中心等国家级智库举办的2020智
慧中国年会上，浏阳市推选的“三集”审
批长效机制获评第三届（2020）中国营
商环境特色评选 50强创新案例奖。同
时，继去年荣获营商环境创新力奖后，
浏阳市人民政府又荣获营商环境进步
奖，全国仅七个地方获该奖项。

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近年来，
浏阳把优化营商环境当作高质量发展
的“生命线”，大胆改革创新，着眼“三化
六最”，贯彻“五个彻底”，努力探索优化
营商环境的浏阳实践，推动经济在高质
量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让浏阳吸纳
投资的能力不断增强，“投资洼地”效应
逐步显现，形成了“百鸟来巢”“千商入
浏”的良好态势。今年1-11月，浏阳新

引进项目 183个，计划投资总额 470.96
亿元。在新引进的项目中，计划投资
100亿以上项目 2个，10亿元以上项目
9 个，投资 5 亿元以上项目 20 个；“3 类
500强”项目4个，同比增加3个。

“接下来，我们将以更强更优的举
措，加快打造最优质、最精准的市场环
境，最高效、最快捷的政务环境，更稳
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更
包容、普惠、担当、廉洁的人文环境，营
造‘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人人维护营商
环境’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擦亮‘营商
福地看浏阳’金字招牌。”浏阳市优化营
商环境协调事务中心党组书记杨辉话
语铿锵。

可持续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内容。可持续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
要，又不会有损于后代人满足需要。在
中郡研究所新鲜出炉的《报告》中，“县域
相对天蓝指数”便体现了“可持续发展”
这一理念。

笔者认真查阅第二十届县域经济与
县域综合发展百强榜单，发现排名前十
的县（市）中，仅有福建晋江市、湖南浏阳
市及浙江义乌市在该项指标上获得了
A+等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要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更要注重县域可持续
发展。近年来，浏阳始终着眼于“蓝天碧

水、生态发展”，纵深推进三大攻坚战，
2019 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5.3%，
三大流域水质稳定达标，浏阳河入选全
国示范河湖建设名单、出境断面水质均
值稳定达到Ⅱ类标准，“涵养一河碧水到
湘江”的庄严承诺成功兑现。

成绩的取得，A+等级的背后，离不
开浏阳市齐抓共管的大环保格局。

以碧水保卫战为例，2017 年 4 月，
浏阳在长沙地区率先实施河长制，打响
了一场以浏阳河保护和治理作为突破口
的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在浏阳市委、市
政府的统一调度下，环保、农业、水利、住
建等多个部门和沿线乡镇（街道）通力配
合，齐抓共管，让浏阳河干流Ⅱ类水质综
合达标率从 2017 年的 8%，提升到 2018
年的25%，再到2019年的100%，实现了
涵养“一河碧水到湘江”的目标。

打好蓝天保卫战，浏阳更是丝毫不
放松。通过落实相关污染防治专项实施
方案，科学研判、务实举措，在监管、控
尘、控排等方面持续发力，浏阳的空气质

量优良率从2017年的90.6%，2018年的
94.2%，提升到2019年的95.3%，生态环
境“颜值”越来越高，“气质”越来越好。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长沙市生态
环境局浏阳分局透露，截至今年12月15
日，浏阳市空气质量有效监测天数 350
天 ，优 良 天 数 累 计 350 天 ，优 良 率 为
100%，与上年同期相比，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增加 16 天，优良率上升 4.7 个百分
点，创下历史新高。

浏阳始终把可持续发展摆到突出的
位置，积极倡导可持续发展理念，大力传
播环保理念，引导各级各部门积极参与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今年 4 月，在国家生态环境部组织
开展的 2019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执法
大练兵活动中，浏阳市环境监察大队获
评“表现突出集体”，成为全省唯一连续
三年获得表彰的集体；9月，全省生态环
境保护“四严四基”制度创新试点工作经
验交流会召开，浏阳作典型发言；12月，
2020 年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县

（市、区）名单公布，全国共有 20 个县
（市、区）入选，浏阳榜上有名……

一流的生态环境，已然成为浏阳引
以为豪的城市名片。

“以人民为中心”是本次县域经济
与县域发展监测评价的重要体现。在

“县域发展”评价体系中，“县域相对民
富指数”是着重突出的指标，浏阳此项
指标同样获得了“A+”等级评价。

“民富”，不仅要让老百姓有收入，
同时也是增强老百姓幸福感、获得感的
直观体现。2019 年，浏阳聚焦民生实
事，新增城镇就业1.7万人，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 8300 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 43253 元，获评“湖南省农村
创新创业示范县（市）”，同时基础设施
配套、教育、医疗等民生重点方面不断
完善，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提高。

就业就是最大的民生，稳住老百
姓的“饭碗”，才能在小康路上越走越
稳。在每年开展多场次、多类型招聘
会，为企业和人才搭建桥梁的基础上，
浏阳积极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不断加大职业技能培训的力
度 和 广 度 ，打 好 稳 岗 促 就 业“ 组 合
拳”。截至今年 11 月初，浏阳共举办
各类职业技能培训班 399 个，培训总
人数达到 18828 人次。

而在疫情之下，今年浏阳社会资本
迸发出了新的活力，市场主体数量持续
攀升，创新创业红利不断释放。1-11
月份，全市新增商事主体 17059 户，实
现两位数增长，有力支撑了就业形势稳
定和经济发展。稳岗就业的春风，正持

续在浏阳大地吹拂。
稳岗就业才能有效刺激消费、释放

需求。据统计部门统计，2019 年浏阳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387.2亿
元，同比增长 11%。今年以来，在前期
实现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两手抓的同
时，浏阳进一步加快惠企帮扶政策落实
进度，先后组织举办长沙市汽车消费节
暨第二十二届浏阳车展、淮川首届国潮
美食文化节等消费节会，大力推动“三
间”经济发展，全面提振市场消费信心。

作为增进民生福祉中的重要一环，
医疗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升显然也是
大众关注的热点。

在医疗改革方面，浏阳始终关注基
层医疗水平的提升，不断加强标准化卫
生室建设。2019 年浏阳实现标准化村
卫生室全覆盖，并获评国务院“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成效较为明显的地方”，医
疗改革迈出坚实步伐。在教育水平提
升上，2019 年，浏阳全面建成中小学校
5所、公办幼儿园6所，创建省标准化学
校 41 所，新增学位 11340 个，消除大班
额 148个，高考质量评价蝉联长望浏宁
四县（区、市）“十二连冠”。

城市基础建设不断提质，美丽乡村
遍地开花，青山绿水蓝天白云，风景怡
人。如今，生活在浏阳，工作在浏阳，获
得感、幸福感总是如影随形，让人们禁
不住爱上这方美丽的沃土。

关键词：高质量

高举高质量发展大旗
以高质量项目推动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优环境

擦亮营商福地金字招牌
迎来“百鸟来巢”“千商入浏”

关键词：可持续

突出可持续发展
将绿水青山守护成金山银山

关键词：获得感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筑牢幸福根基提升幸福指数

浏阳市图书馆浏阳市图书馆、、博物馆建设项目博物馆建设项目，，将打造极具将打造极具

浏阳特色的文化名片浏阳特色的文化名片。。 彭红霞彭红霞 摄摄

总投资 320 亿元的长沙惠科项目目前已进入冲刺阶段，计划于 2021 年 2 月投产。

张迪 摄

天地恒一智慧工厂建设项目位于浏阳经开
区（高新区），总投资5.1亿元。项目建成投产后，
预计新增年销售额 39 亿元，可新增税收 4000 万
元，带动就业100人。 张迪 摄

韵达湖南快递电商总部基地项目位于浏阳
经开区（高新区），计划总投资10亿元，项目目前
已竣工投产。预计年均营业收入过2亿元，年税
收2000万元，带动就业2000人。 张迪 摄

浏阳河城区段。 彭红霞 摄

小河乡乌石村村民在漂亮的油

画下休闲。 彭红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