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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湖南人民意气风发迈上新征程

10 月 16 日至 22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吹响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进号角。

承载着全省人民的重托和期盼，党的二十大湖南代表团在北京圆满完成大会

各项任务，展示了新时代湖南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

11 月 24 日至 25 日，省委十二届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湖南省

委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而

团结奋斗的决定》。全省各级各部门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

任务，深入开展不同形式、各具特色的学习宣讲活动，以实干、实绩、实效推动党的

二十大精神落地见效。湖南人民意气风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奋力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2.湖南十年成就辉煌
“中国这十年·湖南”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年，

也是湖南改革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十年。

十年栉风沐雨，十年成就辉煌。8 月 5 日，中共湖南省委举行“中国这十年·湖

南”主题新闻发布会，全景式展示湖南十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致敬三湘儿女勇毅

前行的奋斗与拼搏，描绘新时代湖南改革发展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动人画卷。

省委书记、省长精彩介绍、坦诚作答，众多“重磅”“爆款”刷屏热传。网友纷纷点

赞：湖南十年，“湘”当精彩，“湘”当给力！

3.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经受住疫情多轮冲击，经济实现稳中向好

湖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

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精准落实、持续优化完善疫情防

控各项措施，确保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和社会秩序稳定，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经受住疫情多轮冲击，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沉着应对风险挑战。突出抓

好“三大支撑八项重点”工作，推出稳住经济大盘“1+8”政策体系，出台稳工业 26

条、促服务业恢复发展 36 条等。深入开展万名干部联万企“送政策、解难题、优服

务”行动，扎实推动国家有关政策落地见效，解决好经济运行中的实际困难和问

题。全省经济实现稳中向好，前三季度经济增速高于全国 1.8 个百分点、居十强省

第二位。

4.科学应对罕见严重旱情
粮食总产量稳定在 600 亿斤以上

7 月以来，湖南经历了高温时间长、降雨少、河湖水位低、蒸发量大等超历史同

期极端干旱天气。面对历史罕见高温干旱，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全省上下团结

奋战，立足防长旱、抗大旱，以判断上的准、行动上的快，全力应“烤”，将干旱影响

降到最低。水利发力拦截尾水、调水补水，保障抗旱水源。电力部门加强电网建设

和外电调入，有效应对 4043 万千瓦用电负荷历史新高。全省粮食总产量达 603.6

亿斤，在大旱之年实现粮食总产量稳定在 600 亿斤以上的目标。

5.办一次
会，兴一座城

首届湖南旅发
大会成功举行

9 月初，省委、省政府出台《关

于 加 快 建 设 世 界 旅 游 目 的 地 的 意

见》，提出大力实施全域旅游战略，加快

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

11 月 19 日至 20日，首届湖南旅游发展大

会在张家界成功举行。张家界市作为首届湖南旅

发大会承办地，推进实施一批重点项目，推动城乡面

貌优化提质、旅游市场复苏、旅游服务品质提升，实现了

“举办一届旅发大会，提升一个承办地”的目标。

立标打样，全省联动。在首届湖南旅发大会带动下，其他

13 个市州依托市级旅发大会，围绕“办会兴城”共推进文旅项目

193 个、总投资 1537.16 亿元，实现“办一次会，兴一座城”的目标。

6.全面完成重点民生实事
民生愿景不断成为幸福实景

全面完成 10 件 22 项重点民生实事，退休人员养老金、城乡低保、残疾人“两项

补贴”、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稳步提高，

民生愿景不断成为幸福实景。

重拳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湖南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在国务院相关

考核中获评 A 类。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深入开展“创响三湘”行动，城镇调查失业率

保持在控制目标以内。5 所高校 15 个学科进入国家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序列。持续

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得到解决。

7.实施“强省会”战略
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

2月，《长株潭都市圈发展规划》正式获国家发改委批复。4月，省委实施“强省会”

战略暨长株潭都市圈建设推进会在长沙召开。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强省会战略支

持长沙市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印发。聚焦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湖南在新起点上推动“强省会”战略和长株潭都市圈建

设取得新突破，奋力续写挺起中部崛起“脊梁”、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的精彩篇章。

踔厉奋发谱华章 勇毅前行

湖南日报编辑部

这里是温暖的中国南方，从冰天雪地

的北方跋涉而来的候鸟，又一次在洞庭湖

迎接新年曙光。

山河为证，岁月为名。且让我们回望那

些闪亮的日子，锚定全新一程奋斗的坐标。

2022 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

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胜利召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迈出坚实步伐。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儿

女凯歌行进，把光荣镌刻在实现伟大梦想

的非凡征程上。

2022 年也是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举

办之年。体育作为人类共同的语言，超越文

明和国界，赋予人们信心和勇气。

2022 年，湖南刻下闪光的印记。

这一年，我们踔厉奋发，步履铿锵。党

的二十大精神传遍三湘四水、温润千家万

户。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汇聚起三湘儿女

接续奋斗的磅礴伟力。

这一年，我们携手同行，攻坚克难。经

历了极端干旱天气，实现“大旱之年无大

灾”；精准落实、持续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努

力以最小代价实现最好效果；“送政策、解

难题、优服务”，万名干部联万企，为经济稳

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十二届省委巡视大幕

开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这一年，我们稳中求进，创新实干。实

施“强省会”战略，引领带动长株潭都市圈

建设，奋力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三湘大地

高铁成环、高速成网，长株潭都市圈、洞庭

湖 生 态 经 济 区 与 大 湘 西 旅 游 圈“ 串 珠 成

链”；法治湖南建设迈出新步伐，出台全国

省级层面首个反电诈决议、全国首部规范

居民自建房地方性法规。

这一年，我们加力加速，破浪前行。着

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4 个产业

集群跻身“国家队”，5 家企业入围全球工程

机械制造商 50 强，湖南钢铁进入世界 500

强；加快构筑科技创新高地，全力推进“四

大科技基础设施”“四大实验室”建设；进出

口有望挺进“千亿美元俱乐部”，湖南向内

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大步迈进。

这一年，我们谋篇精彩，下笔灿烂。“精

准扶贫”首倡地发出“乡村振兴十八洞倡

议”，湖南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

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作协组织百余

作家来湘采风，湖南成为“新时代山乡巨变

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首发

之地；首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在张家界成

功举行，实现“办一次会，兴一座城”……

人民幸福始终是发展最温暖的底色。

这 一 年 ，10 件 22 项 重 点 民 生 实 事 全 面 完

成，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获评全国 A

类；就业优先战略深入实施，“00”后大批进

入职场，历史的接力棒又一次开始接力；污

染防治攻坚战持续开展，更多人获得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

我们知道，这个岁末，很多人还在与新

冠病毒近身肉搏。三年过去，病毒变弱了，

而我们变强了。病毒的阴霾和羁绊，终将被

我们的伸展和攀登抛在身后。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山。”

奋斗不停歇，时光不负人。越过千山万壑，

与新年的光亮和温暖一同到来的，必将是

更美的风景。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邓梅辉 李伟锋

周月桂 黄利飞

参与记者：冒蕞 段涵敏 肖秀芬 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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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未来

2022
10.开放型经济实现

跨越式发展
前11月进出口总额突破

6000亿元大关

湖南稳住外贸基本盘，开放型经济实现

跨 越 式 发 展 。今 年 前 11 月，全省进出口总额

首次突破 6000 亿元大关，达到 6417.6 亿元，同

比增长 22.8%，全年外贸有望挺进“千亿美元俱

乐部”。

中国（湖南）自贸试验区建设 2 周年，以全省万分

之六的面积，贡献了全省近三分之一的外贸进出口额。同

时，湖南对非经贸成倍增长。“东南西北上”五大国际物流通

道和货运集结中心基本形成，有力助推湖南打造内陆地区改

革开放高地。湖南企业“走出去”势头强劲，今年前三季度湖

南对外实际投资额达 17.1 亿美元，居全国第八、中部第一。

11.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四地获评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

11 月 3 日，在“精准扶贫”重要论述提出 9 周年之际，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到访过及回信过的全国 24 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原书记、第一

书记）齐聚“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共同发出“乡村振兴十八洞倡议”。

湖南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发展农业

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省 51 个脱贫县每县都有 2 个“当家”特色

产业。10 月，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公布，湖南四地上榜，分别为汨

罗市、娄星区、浏阳市、赫山区。

12.营商环境全国排名“三年三级跳”
“湘易办”超级服务端上线

12 月 20 日，“湘易办”超级服务端在长沙正式上线。这是湖南全力打

造的全省统一的企业、群众、公务人员“掌上办事”的总入口、优化营商环

境的总平台、建设数字政府的总引擎，可实现“一机在手、一键登录、一网

通办、一次办好”，进一步擦亮“身在湖南、办事不难”的金字招牌。

湖南以“翻篇归零”心态，围绕市场主体需求施策，久久为功、持续用

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三湘大地成为创新创业乐土。截至 11 月底，全省

实有市场主体 631.62 万户，同比增长 17.75%。11 月，在全国工商联公布的

2022 年度“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结果中，湖南排名全国第七，居中

西部地区第一，这是湖南营商环境在全国排名中连续三年向前进位。

13.法治湖南建设迈出新步伐
全国首部规范居民自建房地方性法规出台

9 月，《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

诈骗违法犯罪工作的决议》出台，成为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出台后全国省级

人大常委会首个反电诈决议。

11月，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湖南省居民自建房安全管理若干规定》，为

防范、化解居民自建房安全风险提供有效法治保障。这是全国首部专门规范居

民自建房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紧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湖南依法打击养老诈骗、侵害妇

女儿童权益、醉驾等违法犯罪行为。深入开展整治养老诈骗、“利剑护蕾”

等专项行动，不断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湖南、法治湖南，护航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努力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以第一批全国市域

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为牵引，一体推进市县乡村四级社会治理创新。

14.实现“市市通高铁”
三湘大地高铁成环、高速成网

9 月 6 日，渝厦高铁益阳至长沙段通车，益阳市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

湖南实现“市市通高铁”。12 月 26 日，渝厦高铁常德至益阳段通车，常益长

高铁实现全线贯通，与已开通的黔张常高铁、张吉怀高铁实现互联互通，三

湘大地高铁成环，长株潭都市圈、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与大湘西旅游圈“串珠

成链”。

高铁成环，高速成网。截至目前，湖南高铁运营总里程达 2397 公里，

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 7330 公里，均居全国前列。

15.诠释运动魅力，激发生命潜能
冬奥会、冬残奥会、省运会、省残运会举行

2月4日至20日，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举行。3月4日至

13日，冬残奥会举行。冬奥会、冬残奥会赛场内外，留下诸多湖南人的身影。湘籍

导演龙江波执导的《二十四节气》倒计时短片，在冬奥会开幕式上惊艳亮相。

9月 8日至 18日，以“与时代竞跑，向梦想飞翔”为主题的湖南省第十四

届运动会在岳阳举行；11 月 22 日至 26 日，湖南省第十一届残运会举行。运

动员们以精彩的比赛诠释了运动的魅力，以拼搏的精神激发了生命的潜能。

16.中国作协组织百余作家来湘采风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首发

今年 1 月，周立波小说的原型村“山乡巨变第一村”湖南省清溪村和

“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黑龙江省元宝村，从小说走到现实，跨越 2800 余

公里走亲戚，延续两村情谊，共话乡村振兴，推进合作发展。

7 月 29 日至 8 月 1 日，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百余作家和文艺期刊、出版

社代表，来到湘西十八洞村和益阳清溪村采风，湖南成为“新时代山乡巨

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首发之地。

17.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十二届省委巡视大幕开启

2月，新一届省委巡视大幕开启。《省委巡视工作规划（2022-2026年）》

出台，这是未来 5年巡视巡察工作的“任务书”和“路线图”，也是省委对巡视

工作的“军令状”，将巡视党组织 350个左右，确保高质量完成巡视全覆盖。

6 月，省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若干措施》，

以清廉文化建设助推清廉湖南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8.着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
4 个产业集群跻身“国家队”

湖南着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制造大省阔步迈

向制造强省。长沙市新一代自主安全计算系统集群、长沙市工程

机械集群、株洲市轨道交通装备集群、株洲市中小航空发动机集

群先后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数量与浙江省并列全国第三，

居中部第一。

在全国推出首部先进制造业地方性法规。巩固“老三样”（工

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中小航空发动机及航空航天装备），壮大

“新三样”（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和现代石化），培育“未来三样”

（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全省规模工业企业总量预计首

次突破 2 万家，湖南钢铁首次跻身财富世界 500 强，三一集团跻

身福布斯全球 500 强，5 家企业入围 2022 年全球工程机械制造

商 50 强，长沙比亚迪总产值加速迈上千亿元台阶。

9.加快迈向科技创新高地
高 标 准 建 设“ 四 大 科 技 基 础 设 施 ”

“四大实验室”

湖南结合产业发展急需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加强科技基础能力

建设，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引擎，全力推进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大飞

机地面动力学实验平台、力能实验装置、航空发动机冰风洞试验装置

等“四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工作，高标准谋划建设岳麓山实验室、岳麓

山工业创新中心（实验室）、湘江实验室、芙蓉实验室等“四大实验室”。

优化湖南湘江新区管理体制。以高能级创新平台为引领，集

聚创新要素资源。超算引领六机云集、七芯汇聚软硬齐全，湖南

加快迈向科技创新高地。

图① 10月 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开幕。习近平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新华社 发

图② 11月 24日至 25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

次全体会议在长沙召开。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唐俊 摄

图③ 11 月 4日，“前沿趋势：先进计算与人工智能”论坛在长沙举

行。图为“产业互联与智慧物流创新研究院”在论坛现场揭牌成立。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持 摄

图④ 8月 1日，益阳高新区谢林港镇清溪村，“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

计划”启动仪式在清溪剧院举行。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健 傅聪 摄影报道

图⑤ 10月 23日，岳阳市采桑湖，候鸟翔集，场景壮观。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京明 摄

图⑥ 12月 9日，道县白芒铺镇野竹福村，村民在挑运脐橙。

蒋克青 摄

图⑦ 8月 26日，位于捞刀河畔的浏阳市北盛镇边洲村，一派生机盎

然的生态美景。

彭红霞 摄

图⑧ 1月 29日，繁忙的岳阳城陵矶港国际集装箱码头。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典波 摄

图⑨ 10月 14 日，一辆列车停靠在大王山站准备发车。当天，长株

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线一期工程通车试运行。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摄

图⑩ 11月 16日晚，张家界七十二奇楼灯光秀点亮夜空。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摄

图 12月 26日，一列和谐号动车组行驶在渝厦高铁常德至益阳段

资水特大桥。当天，渝厦高铁常德至益阳段正式开通运营，常德至长沙实

现高铁全线贯通。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立亮 辜鹏博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