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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五”规划收官

等大战大考，娄底上下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保持战略定力，

精准研判形势，果断付诸行动，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

回眸 2020年，太多的瞬间值得被铭记——

1月 31日，娄底市首例确诊患者治愈出院，全市在 48天内实现确诊病例全部治愈。

2月 11 日，娄底医务人员紧急集合，“逆行”湖北黄冈市罗田县。历经 39个昼夜的持

续奋战，29名医务人员圆满完成任务，平安凯旋。

2 月 24 日上午 11 时 30 分，湖南首列始发赴粤农民工返岗“点对点”直达高铁专列

G9628次高铁从娄底南站徐徐驶出，456名农民工免费搭乘高铁返岗复工。

3 月 13 日晚，娄底召开全市脱贫攻坚“百日攻坚行动”双周调度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主、分会场视频连线区县市、乡镇，点对点解难题。

10月 9日，三一液压油缸智能生态工业城在内的 5个重大项目，正式落户三一娄底产

业园，签约总投资 100亿元，有望拉动相关配套产业投资 100亿元。

10月 15日，娄底召开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新闻发布会，全市 3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498个贫困村全部退出，54.22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累计脱贫 52.45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2014年底的 15.36%下降到 0.5%。

11月 20日，娄底成功夺得“全国文明城市”桂冠，喜圆 6年“创文梦”。

12月 1 日，娄底全面启动市本级区块链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此前，已实现 52万套

房屋、110万笔登记业务上链。

2020年，在省委改革办组织评选的“湖南基层改革探索 100例”中，娄底有 7个案例入

选。分别为：

双峰县：1+1＞2激活涉农资金“一池春水”——双峰县整合涉农资金改革探索。

新化县：专注“小积分”答好“新考卷”——新化县油溪桥村探索村级事务积分制考评

管理。

冷水江市：以“六字要诀”为核心，推进社区网格警务和交管业务下放——冷水江市积

极探索县域城乡社区警务体制改革。

娄底市：以全科医生驻村全覆盖为引领，加快建立人民健康守门人制度。

娄星区：“健康快车”开出“健康之路”——娄星区探索构建人民群众健康网。

新化县：“上梅红”进网入格，打造基层网格化治理大格局——新化县上梅街道探索

“楼栋网格化”基层治理新模式。

涟源市：让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涟源市积极探索“互联网+村级小微权力监

督”。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每一步，都坚定自信，饱含力量；每一步，都大胆创新，充满挑

战。2020年，娄底预计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4.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5.1%，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9%，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5.4%、9.4%，经济总体稳步回升、逐月向好，呈现高质量发展态势。

用奋斗定义 2020年，娄底人民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无数人以生命赴使命，汇聚守护

生命的磅礴伟力；全市上下争分夺秒复工复产，“保就业促创业五大行动”深入实施；决战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文明之城品质令人惊羡，民生福

祉温暖人心；“十三五”主要目标任务圆满完

成，“十四五”全面擘画。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一年的实干告诉

人们，娄底市委、市政府没有辜负人民的期

望；一年的拼搏

告诉人们，娄底

跨越千山万水，

稳步上楼。

2020年 11月 22日，娄底召开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工作动
员会。 龚雅丽 摄

娄底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 彭敏 摄

2020年 2月 4日，一名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从娄底市中心医院
治愈出院，医护人员送上鲜花祝福。 邹娜妮 摄

新化县荣华乡龙湾村民成满云在采摘蜜橘，脸上洋溢着丰收的
喜悦。 刘新山 摄

稳步上楼，产业项目建设驶上“快车道”

湘中大地，各项产业项目建设在加快推进。

2020 年 3 月 7 日，娄底采取“1 个主会场+6 个分会场”连线方式，集中开工重

大产业项目 41 个、竣工 9 个，总投资 137.99 亿元。

4 月 28 日，娄底又有 33 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 125.48 亿元，其中产业

发展类项目 22 个。

为实现稳就业、稳投资，娄底狠抓产业项目建设，坚持一切围绕产业转，一

切盯着项目干，以产业项目建设为抓手，推动“六保”“六稳”任务落实，实现稳中

求进；依托娄商资源优势，持续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大比拼，掀起“抓项目、兴产

业、促发展”的热潮；坚持高位推动，全市 10 条产业链都建立了“一链一长、一链

一局、一链一园、一链一办”工作运行机制，各有 1 名市级领导担任链长；优化营

商环境，为项目松绑，为项目服务，全面实现政务审批、投资服务的流程再造，全

面推行“只跑一次”，企业登记 37 证合 1，企业开办时间从 8.5 个工作日压缩到“一

日办”、提速到 5.5 小时内办结。

2020年，娄底先后三次开展项目集中开工竣工活动，13个省“五个 100”项目、

30 个 省 重 点 项 目 、227 个 市 重 点 项 目 ，分 别 完 成 年 度 投 资 计 划 的 125.89% ，

164.67%，135.67%，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 65.4%;实施“娄商返娄”行动，成功举办

第十一届“湘博会”，签约重大项目 82个，引进三类“500强”项目 8个。

扬帆出海，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

2020 年 12 月 26 日，娄底海关开关揭牌仪式举行，标志着娄底海关正式开关

运行。据悉，娄底海关运行后，将有效降低地区企业进出口贸易成本，带动相关

产业发展，并有利于该市完善城市功能、打造外贸竞争优势、提升对外开放形

象、优化投资创业环境。

近年来，娄底市大力实施“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积极响应“一带一路”

倡议，抓重点、补短板、促创新、扩开放，积极打造城市品质更高、营商环境更优、

辐射带动更强的对外开放新高地，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

2020 年，娄底相继成功举办了第十一届“湘博会”、首届“娄底电商节”、跨境

电商高峰论坛、三一重卡及汽车零部件企业来娄考察活动；积极参加“沪洽周”

等经贸活动；万宝公用型保税仓正式开仓。同时，该市创新招商引资方式，突出

点对点招商、精准招商，借助亲情乡情以企引企、以商引商，娄底经开区举办三

一重卡供应商大会进行招商，成为精准招商的典范。

目前，娄底拥有进出口实绩企业 165 家，外贸综合服务中心 4 家，区域性经贸

平台 1 个（湖南省农业机械、矿山机械、电子陶瓷产品博览会），与全球 13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2020 年，该市实现内联引资同比增长 22.5%，实际利

用外资同比增长 16.7%,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5%。

久久为功，筑起一方生态屏障

2020 年，“蓝天常在”是娄底许多市民的切身感受，在不少人的朋友圈里，经

常能看到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的魅力之城形象。

数据是最直接的证据。2020 年，娄底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97.4%，全

省排名第 6；与上一年同期比，空气质量优良率上升 7 个百分点，PM2.5、PM10均值

浓度分别下降 7 微克/立方米、10 微克/立方米；纳入考核的 14 个国、省控地表水

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

护一城碧水蓝天，筑一方生态屏障。生态环境保护，既是一场攻坚战，更是

一场持久战，娄底以污染防治攻坚战为统领，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市委市政府自觉扛起“守护好一江碧水”政治责任，扎实推进资江水域禁捕

退捕工作，全力抓好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问题、中央和省环保督察

反馈问题整改，2020 年全省“夏季攻势”124 项任务全部完成，建成重点镇污水处

理厂 13 个，锑煤矿区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验收销号，锡矿山砷碱渣无害化处

理生产线投料运行，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通过国家评审。

防微杜渐，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成效显著

“居安而念危，则终不危”。2020 年，娄底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加强风险意

识、树立底线思维，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取得显著成效。

打好主动仗，下好先手棋。娄底积极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压减债务

总量，化解隐性债务，严控新增债务，加强国有资产规范管理，加快平台公司市

场化转型,市本级综合债务率下降 170%,获省财政厅 2.5 亿元奖励，政府债务风险

等级保持在全省二类地区；并稳妥推进民间融资风险处置,加大“打处非”力度,

侦办非法集资案件 27 起，民间融资风险逐步化解。

在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底线同时，娄底多措并举，促进金融更好服务构建

新发展格局。该市通过银企洽谈会、金融座谈会等形式，构建企业与金融机构

的“沟通桥梁”，形成政银企对接的良性互动机制，为优质实体产业不断注入“金

融活水”；并不断加强诚信社会建设，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

度，建立金融风险防范协同机制，严厉打击恶意逃废金融债务行为。

此外，娄底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全市安全生产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实现双下降。

蹄疾步稳，城乡格局展现新面貌

2020 年的最后一天，龙琅高速公路 60 公里路段建成通车试运营。龙琅高速

全长 73.712 公里，起于涟源市龙塘镇，止于新化县琅塘镇，全线建成通车后，将快

速连接沿线梅山龙宫、紫鹊界梯田等著名风景区，对促进娄底经济社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2020 年，娄底立足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

发展，全力打通交通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堵点”，加快构建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体

系；同时，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5G 应用场景布局等民生工程稳

步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公共资源布局不断优化，城乡格局展现新面貌。

一步一脚印，城乡大变样。近年来，娄底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沪昆高

铁、娄邵铁路完成扩能改造,长韶娄、二广、娄益衡高速建成通车，龙琅、官新高速

稳步推进，娄底大道总体贯通，自然村通水泥（沥青）路基本实现“组组通”，春田

支线机场、桥头河通用机场前期进展顺利，立体大交通格局即将形成；新建改建

供水管网 590 公里，智能电网建设三年投入 50 亿元，涟源—冷水江—新化天然气

管线建成使用，4G 网络实现城乡全覆盖、5G 应用场景加快布局，城乡水、电、气、

信息等网络逐步完善；在全省率先对采（碎）石场进行全面清理整顿、完成农村

墙体广告清零、整市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城乡环境大为改观。

直面群众，基层治理能力迈上新台阶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娄底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娄底“屋场会”、“村

（居）民议事会”“互联网+村级小微权力监督”等基层工作方法深受群众认可，10

余项改革案例获国家部委、省表彰或推介。涟源市“屋场会”入选“2020 年全国

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村民议事会”评议信访事项被省信访联席办确定为

“枫桥经验”本土化的娄底范本。

会场“搬”到农家屋场、晒场，干部群众同坐一条凳、同喝一壶茶，聊的是田

头村事、转的是干部作风，“屋场会”这种群众工作方法将矛盾化解在前端，推动

社会治理的低成本、高效率。截至目前，娄底市 2056 个村(社区)共召开“屋场会”

2.1 万余场，其中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1.1 万余起，帮群众解决问题 1.5 万余个。

娄底将信访矛盾化解作为服务民生的重要事项，在总结“屋场会”的基础

上，创新“村（居）民议事会”制度，把党员、乡贤、能人、村民小组长选入村民议事

会，综合基层调解、干部联村、结对帮扶、党员示范等方式，通过发挥群众在矛盾

处理中的主体作用，推动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有效推动化解了一大

批疑难信访问题和信访积案，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

作风整治，全力攻克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020 年 8 月 20 日，娄底市召开干部作风集中整治动员会，着眼“作风”和“工

作”两个维度，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坚决清除作风积弊，大力弘

扬新风正气，以作风集中整治促工作问题整改，以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工作目

标任务来检验干部作风集中整治的实效。

以干部作风整治为契机，娄底瞄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和“老大难”问题，

实行分管领导领办机制，有力推动了一批民生领域难题的化解：“无籍房”办证

完成 5.04 万户；历时 8 年的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已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开工建设；列入清零专项行动的 26 个安置基地项目全部启动

建设，共计完成投资 17.75 亿元，已建成交付 17 个，其余 9 个已完成大部分工程

量；通过新建、改扩建学校，整合其他资源办学等途径，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

1666 个 ，义务教育、普通高中大班额消除化解分别完成审定任务的 113.6%、

131.2%。

同时，娄底全面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成立中心城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联席

会议，改造进度半月通报，启动问责机制，促进改造项目快速推进。截至 2020 年

12 月，93 个老旧小区已全部开工，改造完成 6786 户。

学深悟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2020 年以来，娄底市委常委会坚持把学习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第一议题，以抓好落实“两个维护”。市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举行 14 次集中学习，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带动广大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建立督查落实机制，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的情况纳入政治建设考核、巡视巡察、绩效评估、日常监督、干部作风

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定期开展“回头看”，推动落地见效。不断巩固“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制定重点任务清单，多次专题调度市委常委

班子主题教育检视问题整改情况，抓好整改落实。

2020 年 10 月，娄底召开市委五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为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湖南新篇章贡献娄底力量的实施意见》，并制定具体责任分工落实

方案。采取集中宣讲、中心组学习、党员会议、开设专版专栏等方式，把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到全市每个基层党组织、每位党员干

部、每个家庭，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闭幕后，娄底及时组织传达学习，组建宣讲团深入

宣传宣讲，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热潮。

众志成城，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娄底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诠释了人间

大爱。娄底在全省率先推行电子健康码，强力推进网格化管理，全面加强医

疗救治和物资保障，打好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在这场严峻斗争中，450 万湘中儿女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肩并肩，

1.01 万个基层党组织、21.6 万名党员投入疫情防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3 天时间建成市中心医院第二医疗区；23 天实现确诊病例零新增，48 天实现

确诊病例全部治愈出院；医用口罩日产达到 1800 万个，率先在全省实现县级

疾控中心核酸检测全覆盖。

众志成城，娄底克服疫情影响，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较大

成果。华菱涟钢等 35 家重点工业企业疫情期间实现稳产增产，稳住了经济

基本盘；全面落实助企惠民政策，新增减税降费 14.28 亿元，新发放企业贷款

95 亿元；抢抓机遇扩大投资，先后三次开展项目集中开工竣工活动，13 个省

“五个 100”项目、30 个省重点项目、227 个市重点项目，分别完成年度投资计

划的 125.89%、164.67%、135.67%，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 65.4%。

提质升级，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双引擎”

2020 年 10 月 9 日，总投资 100 亿元的三一路机灯塔工厂、三一重卡零部

件产业园等 5 个重大项目落户娄底，有望拉动相关配套产业投资 100 亿元，为

娄底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2020 年，娄底聚焦工程机械和钢铁新材，打造先进制造业“双引擎”，取

得显著成效。以“娄商回家”为工作重点，带动工程机械及配套产业快速发

展，新签约、改扩建工程机械及配套产业项目 67 个，完成投资 115.68 亿元；以

涟钢结构调整为重点，做优做强钢铁新材产业，华菱涟钢棒材改造项目、高

端家电用镀锌板项目、无取向硅钢等 5 个项目相继投产、开工、签约，全市钢

铁新材技术工艺全面升级，产业结构全面优化。“双引擎”建设，有力带动了

娄底市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1 至 11 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1%，增速居全省第一。

“双引擎”格局的加速形成，推动了娄底国家级高新区创建工作成功进

入科技部最新一批现场考察名单，液压油缸改扩建项目获中央预算内核心

技术攻关专项支持，以及先进钢铁材料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华中分中心

落户娄底。

目前，娄底工程机械及配套产业已聚集骨干企业 80 余家，钢铁新材料产

业规模以上企业 100 余家，总产值突破千亿元。

尽锐出战，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

2020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娄底审时

度势，把脱贫攻坚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用更强的力度持续推进，用超常规

举措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

娄底建立“双周调度会”、市级领导包联、常态化暗访督查、涉贫信访快

速联动处置“四项机制”，以视频会议形式开到乡镇，即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

的具体问题;接续开展“百日攻坚行动”、“进村入户巩固月活动”和“脱贫质量

提升行动”，一仗接着一仗打，保持攻坚态势，1.7 万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

选派 1746 支工作队、4799 名驻村干部的基础上，3 月初又选派 66 名市县机关

干部，到 61 个挂牌督战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工作队员，充实一线力量；注

重扶贫扶志，各村共举办“感恩奋进”专题教育 2744 场；2020 年全市完成巩固

和新增 7.89 万名农村自来水人口任务，1813 户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全部竣工，

危改补助资金全部到户。

2020 年底，全市 3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498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54.22

万贫困群众全部脱贫，所有脱贫不稳定人口和边缘易致贫人口都能稳定住。

品质涵养，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6 年负重加压，6 年披荆斩棘。2020 年，娄底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文明娄底”已成为亮丽的湘中名片。

娄底成立创文工作领导小组，市委书记刘非任组长，市长杨懿文任第一

副组长，组建专门办公室；建立完善市区领导包重点项目、包主次干道、包社

区帮扶的“三包”领导指挥机制，所有市级领导带头挂帅出征、冲锋在前；各

级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积极担当创建第一责任人职责；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加

入志愿者队伍，深入社区一线。全市拥有 63 个志愿服务组织、600 多个志愿

服务站(岗)、1815 个志愿服务团队、48 万名注册志愿者，形成了“乐坪乐”“长

青藤”“上梅红”等大型志愿公益活动品牌。

娄底大力挖掘培树、评选表彰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先后涌

现出全国道德模范肖光盛、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郭远红、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黄国雄，及 11 名中国好人，125 名湖南好人，117 名娄底好人。

一手抓榜样学习，一手抓文化事业投入。2020 年 1 至 6 月，全市公共财

政对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投入 20887 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1.03%。公益电

影、文明乡村、新时代乡村业余文艺宣传队等一大批文化活动的快速实施，

“村村响”、文明宣传阵地、乡村文化广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一批批文

化惠民项目的建成落地，娄底的群众文化生活迈向崭新的阶段。

娄底高新区三一产业园部分厂房。 刘再丽 摄

2020年 9月 15日，湖南省第十一届农业机械、矿山机械、电子
陶瓷产品博览会在娄底开幕。 刘新山 摄

冷水江市锡矿山地区经过综合治理披上“绿衣”。 吴建新 摄

娄底消防开展大型城市综合体灭火救援实战演练。吴伟平 摄

涟源市枫坪镇金家村举行微宣讲屋场会。 廖鹤松 摄

娄底棉纺厂老旧小区展新颜。 彭智为 摄

大美娄底城区一角。 柳勇 摄

娄底城区景色迷人。 柳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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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0月 9日，娄底与三一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师范大学举行
项目签约仪式，三一液压油缸智能生态工业城、三一重卡零部件产业
园等5个重大项目正式落户三一娄底产业园。 彭敏 摄

2020年 8月 24日，双峰县井字镇花山村，农民驾驶收割机收割
稻谷。 李建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