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市政协副主席、市交通
运输局局长刘明理表示，“十三
五”期间，长沙将主要有五大目
标：构建“大交通”，完善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建设“大枢纽”，打
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形
成“大路网”，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搭建“大平台”，实现交通智
能化；布局“大市场”，客货运市
场转型升级。

刘明理称， 在路网建设方
面，重点关注南北横线、黄江公
路、京阳大道、岳临公路、长湘高
速乌山互通和普瑞大道等项目
的构建。

在民生上，主要是公交都市
建设和农村公路建设。刘明理介
绍，“十三五” 期间长沙将加强
“公交都市”创建，“至‘十三五’
末，基本实现市民以公共交通为
首要出行方式、主城区（二环内）
公交站点500米覆盖率100%、公

交车辆100%实现清洁能源化、
市区周边20公里范围内城乡客
运班线公交化改造率达到100%
等目标。”

“农村公路上将进行提质改
造。 要通农村公交车的地方，路
面将进行拓宽，一些农村公路的
标线标识要进行完善、安保等工
程。”刘明理表示，重点打通村与
村、乡与乡之间的断头路，实现
互联互通，加快危桥改造，实现
危桥“动态清零”。

“十三五”期间还要提高交通
对经济建设的贡献力， 建设园区
公路，扩大园区现有的骨架，为园
区的未来发展腾出空间， 如长沙
经开区的黄江大道， 浏阳经开区
的金阳大道等。 港口建设上要进
一步完善港口基础设施和集疏运
体系，改善港口配套服务，将长沙
霞凝港区打造成专业化运输核心
港区。 ■记者 丁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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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尽快实现公益性无线网络覆盖
长沙市发改委公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拟铺排重大项目789个
■记者 黄定都

1月18日上午， 长沙市发
改委向长沙市十四届人大四次
会议书面报告长沙市2015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2016年计划草案。报告
提出， 通过扩大有效投资促进
经济平稳增长仍是2016年经
济工作的重要任务。

报告称， 长沙市在国家重
点支持的综合交通网络、 地下
综合管廊、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等领域， 已谋划储备了一
批重大项目， 有利于加快形成
新的投资增量。

明年， 长沙将依托重大平
台争取优质资源。 国家发改委
正在研究制定新十年促进中部

地区崛起的文件， 将与此前出
台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
划》、《长沙经济带规划纲要》相
互衔接， 重点强调推进内陆地
区的对内对外开放， 加快促进
中西部城市经济增长、 产业升
级、要素集聚、人口回流。

根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精神，下一步城市发展将重点
围绕“人的需求”和解决“城市
病”等突出问题，将在推进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完善城市
治理体系、增强城市的宜居性
等方面出台配套政策， 着力
“培育中西部城市群和区域性
中心城市”， 这是长沙增强城
市承载力、 吸纳力和影响力，
进一步做大做强、做精做美的
重大契机。

2016年， 全市拟铺排重大
项目789个（不含预备项目），年
度预计投资2527亿元。

加强区域交通网络建设，
抓好岳宁大道、 京港澳高速东
西辅道、 霞凝货场扩建工程等
重大干线和交通枢纽项目，促
进区域交通互联互通； 加强城
乡基础设施建设， 抓好长沙市
天然气利用工程、 城市公共停
车场、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等重
大项目， 提高城乡发展的承载
功能。

国家六大消费省级重点领

域和方向， 大力发展体验型经
济、休闲型经济，实施移动互联
网、健康养老、文化旅游、节能
环保等新兴消费促进工程，形
成新的消费增长点， 推动消费
结构升级。

着力打造信息消费载体，
推进宽带长沙、 无线长沙、“三
网融合”建设，尽快实现公益性
无线网络覆盖。

着力健全物流配送体系，推
进湖南省城乡配送物流中心等
项目建设，加快实现城市社区和
村镇配送末端网点全覆盖。

【重点项目】 实现公益性无线网络覆盖

持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建设长沙“政务云”系统，完
善网上联合审批监管平台，逐
步实现所有审批“一网告知、一
网受理、一网办结、一网监管”。

落实好关于支持发展创客
空间的政策措施， 加快58同创、
三一众智新城等众创平台建设，
打造一批众创、众包、众扶、众筹、
众智示范性支撑平台。选择部分
交通便捷、 生态良好的乡镇地

区， 探索打造一批“梦想小镇”、
“创新小镇”等特色双创平台。

推动服务业发展提档加
速， 加快建设湘江西岸服务业
走廊，建成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修订出台以“创业带动就业五
年行动计划” 为总揽的新一轮
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体系， 促进
高校毕业生、 城镇就业困难人
员等群体稳定就业。 确保全面
新增城镇就业12万人。

【双创】 探索打造一批“梦想小镇”

启动轨道交通6号线一期
工程建设，加快3、4、5号线一期
工程建设进度，实现1�号线一期
工程试运营；推进湘府路、湘江
大道、 三一大道等城市主干道
快速化改造，提质芙蓉南路、东

北二环等10条主干道； 推进汽
车南站综合交通枢纽以及市广
电产业园、天心区环保工业区、
湘龙路等公交枢纽站建设；打
通湘雅路、黄兴北路、洞井路、曙
光路等“断头路”和“瓶颈路”。

【交通】 提质芙蓉南路、东北二环等10条主干道

积极申报国家低碳试
点城市，大力推进湘江长沙
段保护与治理， 完成浏阳
河、捞刀河水质自动监测站
建设。

三年大造绿行动， 重点
实施好环城绿带生态圈、37
个生态公园等绿化工程，抓
好绿心保护和磁浮线两厢生
态景观建设。

发展绿色交通和绿色
建筑，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
及配套充电桩建设，建设25
个能源环保网络服务站
(社)， 创建绿色示范村庄和
绿色示范社区各40个。

【绿化】
实施37个生态公园等
绿化工程

围绕“一新区一走廊”，
打造开放“双引擎”。加快建
设湖南湘江新区。 突出抓好
枫叶路三期、 梅溪湖地下综
合管廊、 华谊兄弟电影文化
城、天择传媒总部基地、湘江
欢乐谷等93个新区重大项
目建设， 力争打造一批新的
增长点；

推进长沙临空经济示范
区申报建设，积极申报黄花综
保区、跨境电子商务进口试点
城市和金霞铁路一级口岸；

开通长沙至澳洲、 俄罗
斯、 日本等国际航线和货运
包机航班，提升“湘欧专线”
和“五定班列(轮)”的货运功
能。

支持高桥大市场开展市
场采购贸易试点。

【开放】
开通长沙至澳俄日等
国际航线

新改扩建公办幼儿园30
所， 创建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
80所。 制定实施化解义务教育
阶段“大班额”问题三年行动计
划。 小学全部实现就近划片入
学， 普通高中停止招收“择校
生”。

在全市建设篮球场、 乒乓
球场、健身路径1000处，建成32
个乡镇(街道)户外全民健身中
心。改扩建敬老院14所，建设街

道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24家。
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设。 加快城中村和蔡锷中路两
厢、碧湘路等棚户区改造，全年
完成棚户区改造3.3万户、农村
危房改造任务5000户，完成自
来水户表改造10万户。

围绕2017年率先实现精
准脱贫目标， 开展精准扶贫攻
坚。 完成年度脱贫建档立卡人
口5万人以上。

【民生】 创建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80所

磁浮列车车厢内提供免费的wifi上网。长沙将尽快实现公益性无线网络覆盖。 记者 徐行 摄

本报1月18日讯 记者今天
从正在召开的株洲市“两会”上
获悉，该市将在打造世界级先进
制造业中心的同时，努力打造中
部音乐之城。

《株洲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草案）》提出，该市将重点选择
轨道交通、电力电子器件、生物
医药、食品、国防军工等国民经
济重点领域推广应用智能制
造， 着力用工业机器人应用系

统改造提升一批中厚板焊接生
产线/单元、无人化柔性焊接车
间、无人化铸造车间、高端医药
制造自动化生产线等生产系
统， 助推株洲打造世界级先进
制造业中心。

此外， 打造一批文化品牌，
做到“更大众”、“更精品”，以株
洲音乐之城、歌剧之乡的美誉为
基础，用3至5年时间，将株洲打
造成中部音乐之城。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段圣伟

株洲连线

工业株洲用3到5年打造中部音乐之城

对话

主城区公交站点500米覆盖率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