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装配式建筑不仅仅让造房的节奏加快，更重要的是更节能环保。（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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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按照通知，长沙将按重点推进区域、积极推进区域、鼓励推进区
域，分区域、分阶段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

湖南湘江新区、长沙高新区、长沙经开区及内五区三环线以内区
域，为重点推进区域，其新供地的商品房项目全部采用装配式技术进
行建造，单体建筑预制装配率原则上不低于50%。

湖南湘江新区、长沙高新区、长沙经开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
区、雨花区三环线以外区域，为积极推进区域。2018-2020年，每年新
供地的商品房项目采用装配式技术建造的建筑面积比例不低于
40%，到2025年比例不低于60%。

望城区、长沙县（长沙经开区除外）、浏阳市、宁乡市，属于鼓励推
进区域。2018-2020年， 每年新供地的商品房项目采用装配式技术建
造的建筑面积比例不低于30%，到2025年比例不低于40%。

本报12月15日讯 今
天上午， 省统计局发布
《2016年环长株潭城市群
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分析》报
告。 其中指出，2016年，环
长株潭城市群仍然是湖南
经济最活跃的区域。去年共
创造了全省约80%的地区
生产总值、70%以上的地方
财政收入、80%左右的工业
产值。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

环长株潭城市群又称
“3+5”城市群，是以长沙、株
洲、 湘潭三市为中心，1.5小
时通勤为半径， 包括衡阳、
岳阳、常德、益阳、娄底5个
省辖市在内的城市聚集区。

报告显示， 到2016年
末，环长株潭城市群区域内
常住总人口4163.73万人，
占全省的61%。其中，长沙
市辖区常住人口超过400万
人，湘潭、衡阳、岳阳、常德、
益阳5个市辖区常住人口也
超过100万人， 核心城市人
口集聚效应明显。

作为湖南经济最活跃
的区域，2016年环长株潭
城市群创造了全省约80%
的地区生产总值、70%以上
的地方财政收入、80%左右
的工业产值。 报告显示，去
年环长株潭地区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30384元，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14593元， 分别同比增长
8.6%和8.4%。其中，长沙、
株洲和湘潭三市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超过3万
元， 长沙居首， 达43294.1
元。

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
快速增长，环长株潭城市群
消费市场持续活跃。2016年
环长株潭地区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10091.86亿
元， 占了全省的四分之一，
同比增长11.7%。

投资占全省七成以上

从投资来看，2016年环
长株潭城市群投资力度持
续加大，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9966.48亿元，比上年增长
6.1%，占全省七成以上。

报告提出，随着地铁交
通网络逐渐成型、湘江新区
面貌焕然一新、老旧汽车火
车站相继改扩建、主城区高
架快速路的加快建设等，长
沙的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
进。去年长沙市有1312个在
建项目 (不包括房地产)在
5000万元以上， 完成投资
2773.64亿元， 占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的41.4%。

此外， 长株潭城际铁路
的开通运营，使株洲和湘潭
与省会长沙“1小时经济圈”
形成， 连接三市的高速公
路、快速公路也形成了四通
八达的密集网络。 另外，随
着长益高速复线、 长张高
铁、长沙高铁西站的规划建
设，环长株潭城市群的交通
通达度也将得到大幅提升。

■记者 吴虹漫
通讯员 周迅

本报12月15日讯 在中央“房
住不炒”的总基调下，由售转租开始
兴起。不过，“黑房东”侵犯租房者权
益等行为也仍旧存在。 为规范行业
发展，今日，湖南不动产商会住房租
赁专业委员会在长沙成立。

“住房租赁行业属于朝阳产业，
没有成熟模式可供借鉴， 众多企业
一直在探索行业的发展模式、 上下
游产业链整合。”“湖南住租委”方面
表示， 行业中出现了社会对新生行
业接受度低、 上下游企业零散不专
业等问题， 行业亟待规范化，“发展
长租公寓，或是解决当前新移民、新
就业等居民群体住房困难问题的一
项重点工作，也建议加快租赁房、保
障房建设的政策、法律和机制保障，
整合行业资源。” ■记者 胡锐

本报12月15日讯 “谁说玩技
术的是经济适用男？ 会不会数据建
模、数据分析？来我大宁乡，20万年
薪等着你。”近日，一则招聘启事刷
爆了宁乡人的朋友圈。今天，记者了
解得知， 该消息出自宁乡智慧城市
大数据管理有限公司。 该公司以不
低于年薪20万的待遇聘请数据建模
工程师、数据分析工程师，为宁乡打
造大数据高地、 提升大数据在宁乡
经济和社会民生领域的应用水平，
发挥重要的人才保障。

据了解，宁乡的新型智慧城市建
设成功获评全省首个县级智慧城市
建设试点县， 项目建设成果被写入
《湖南省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
务”工作实施方案》。作为宁乡重大战
略决策部署之一，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助力宁乡打造省会副中心，在积极推
动城市治理现代化、产业经济转型升
级发展等方面将发挥重大作用。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姜润辉

长沙三环内商品房将采用装配式建造
下月起全面推进，达标可获补贴 影响：建筑噪音将改善，建房工期缩短，成本大降

没有尘土飞扬和刺耳噪音， 更没有杂乱堆积的
钢筋。为全面提升房屋建筑的品质性能，近日，长沙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装配式建
筑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从明年1月1日起，湖南湘江新区、
长沙高新区、长沙经开区及内五区三环线以内区域，
新供地的商品房项目全部采用装配式技术进行建
造，单体建筑预制装配率原则上不低于50%。

■记者 卜岚

装配式建筑，是指像堆积木
一样盖房子，建筑的部分或全部
构件在工厂预制完成，然后运输
到施工现场，进行组装。装配式
建筑不仅仅让造房的节奏加快，
更重要的是更节能环保。

节能、高效、环保……正因
为如此， 长沙市正大力推进装
配式建筑。通知明确，全市政府
投资类房建项目采用装配式技
术建造， 单体建筑预制装配率
原则上不低于50%； 市政基础

设施项目 (地铁管片、 综合管
廊、城市桥梁等)�原则上采用装
配式技术建造。

同时，长沙将加大对装配式
建筑政策扶持力度，对实施装配
式建筑且预制装配率达到50%�
(含)�以上的商品房项目 (土地挂
牌已明确装配式建筑要求的除
外)，经建设单位申请，建设主管
部门审定后， 由财政部门给予
100元/平方米的资金补贴，补贴
政策施行时限为两年。

作为首批国家装配式建筑
示范城市，长沙装配式建筑的产
业矩阵开始成型。9家国家级装
配式建筑产业基地、16家省级装
配式建筑产业基地获得授牌。目
前， 全行业年产能达到2500万
平方米，总产值达到400亿元。

不仅如此， 长沙已建或在建
的住宅产业化项目， 也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目前，长沙已有包括旭
辉国际广场、先导恒伟西雅韵、洋
湖蓝天保障房、尖山印象、五矿万
境蓝山、 洋湖中学等数十个住宅

产业化项目，涵盖了保障房、棚户
区改造、商品房、酒店、写字楼、别
墅、学校等类型。

“根据装配式建筑在各国的
发展经验，在产业发展初期给予
政策支持至关重要。因此《通知》
对整个装配式行业而言，是巨大
的利好。” 定荣家创始人兼CEO
刘定荣认为， 与以往政策相比，
这次新政对范围与比例都做了
具体规定， 明确了任务目标，也
有利于企业坚定决心，继续在创
新之上，扩大规模、提高效率。

随着装配式建筑普及，盖
楼比以前简单了， 但成本是否
会水涨船高？“这是一个认识误
区！”东弘住工总经理罗再坤解
释，做成本对比，不能光拿一个
平方米的混凝土结构与装配式
结构相比，“从现在的状况来
看，采用装配式建造的房子，虽
初期成本与传统方式比起来略
有上升， 但如果采用工程总承
包模式，项目的设计、采购、施
工、 试运行等实行全过程全部
打包，成本费用将大为下降。”

“以一个2-3层的乡村房屋
为例， 面积约为200多平方米，
传统建筑和装配式建筑的总费
用大概都是30万-40万左右，不
过装配式建筑工期仅需数天，
传统建造过程则需2-3月。”刘
定荣也表示， 装配式建筑具有
可持续发展的特点， 后期维护
成本低， 能够解决目前行业的
众多痛点， 同时可以缩短工程
工期，减少交房纠纷，加快周转
速度，降低开发商的成本。

新政

长沙已有数十个住宅产业化项目

建房成本大降，交房时间缩短

如何推进？分区域、分阶段普及

省统计局：环长株潭城市群经济最活跃

城镇居民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超三万

租房遇到“黑房东”？
“住租委”给你撑腰

宁乡年薪20万
招聘数据分析师

预制装配率达到50%，可获100元/m2资金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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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