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经济带建设， 是我国新
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发展向中
高端水平迈进的重大战略举措。湖
南省要如何全面融入长江经济带
建设？对此，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朱
翔提出的《湖南省全面融入长江
经济带建设的建议》指出，湖南应
加强岳阳口岸功能， 推进临湘滨
江开发， 加强长株潭与长江的对
接，并推进“借江出海”战略。

门户 强化岳阳“桥头堡”功能

“湖南要全面融入长江经济
带建设， 首先应该加强岳阳口岸
功能。”朱翔表示，岳阳作为湖南
对接长江经济带的枢纽城市，核
心资源在口岸，竞争优势在口岸，
发展潜力也在口岸。 现阶段的关
键任务， 就是充分发挥区位交通
优势，形成水陆并举的“大流通、
大通关、大口岸”的发展格局，引
领湖南主动对接长江经济带。

他建议， 健全提升岳阳口岸
的海关和保税功能， 加强岳阳的
水陆联运功能，加快物联网、智能
网的建设， 构建高效率的集装箱
多式联运系统， 打造高效能的综
合运输枢纽。 依托城陵矶整车进
口口岸， 形成汽车进出口的双向
物流，以推动湖南的汽车生产、汽
车消费和汽车贸易。

核心 长株潭无障碍对接岳阳

在湖南， 长株潭三市的综合
实力要占到全省的四成以上，研
发力量更占到全省的2/3，区位交
通优势日益凸显。朱翔说，基于长
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的背景， 长株
潭与岳阳应形成双星式开发结
构，长株潭为核心，岳阳为门户，

京广线为纽带。
那么， 应如何加强长株潭与

长江的对接？朱翔提出，首先要加
强长株潭与岳阳的交通联系，构建
高效率的快速通道。长沙市应选择
湘阴县漕溪港作为长沙市的外港，
改造扩容，并加强与长沙霞凝港和
金霞物流园的协调合作，成为连结
长株潭与城陵矶港的内河枢纽港
口。通过岳阳口岸，长株潭应加强
与武汉城市圈、 鄱阳湖生态经济
区的发展联系， 全面对接长江经
济带， 力争成为我国中部崛起的
主体增长极。 以岳阳—长株潭为
开发开放的枢纽地带， 促进湖南
全面对外开放，实施由内陆型向开
放型的主体转换。由长株潭到岳阳
的物流采取高速公路运输方式，再
由岳阳走长江实行江海直达的水
运方式。考虑构建长株潭—岳阳港
区的无障碍物流通道。

战略 多通道衔接，“借江出海”

建议中， 朱翔还提出了推进
“借江出海”战略。推进澧县、津市
一体化建设，对接湖北荆州市。加
强安乡、南县、华容的发展联系，
经湖北石首对接长江。 加强岳
阳—常德与安乡—慈利两条高速
公路的衔接， 构建临湘市—云溪
区—岳阳楼区—君山区—华容
县—南县—安乡县—澧县—津
市—临澧县（合口）—石门县（夹
山）—慈利县（苗市、零阳）的湘北
大通道，沿线与京港澳高速、随岳
高速、二广高速、常张高速相接。
该通道作为横贯洞庭湖区北部的
东西向发展轴，与长江大致平行，
并通过多个通道与长江衔接，全
面带动洞庭湖区的开放开发。

■记者 杨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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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从加强岳阳口岸
功能、推进临湘滨江开发、加
强长株潭与长江的对接、推
进“借江出海”战略四个方面阐
述湖南省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
的思路，以点带线，以线带面，
以面带区，阐述了湖南省融入
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思路。

《建议》 内容翔实全面，
框架层次鲜明，逻辑合理，可
行性强， 为湖南省经济建设
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希望推
进该项目的重心放在营造良
好的企业生存环境上， 以市
场运作手段为主；同时，既要
重视省内战略部署， 也要强
化与其他长江沿线省份的经
济合作， 更好地融入长江经
济带建设。 ■湖南农业大学
副校长 曾福生

为湖南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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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就业】
这5年，湖南高校毕业生就
业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学历高、 条件好的大学生
找不到工作要帮扶； 被征地农
民“学历较低、年龄较大、技能
偏低” 要稳定就业……蔡畅元
表示，过去这5年，全省新增城
镇就业累计达385万人，就业创
业工作已经连续13年成为湖南
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一直以来，
湖南省人社厅注重抓好重点群
体就业， 确保就业局势总体稳
定。

数据显示， 五年来， 全省
150多万高校毕业生就业保持
稳定， 初次就业签约率达到
80%以上，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年度就业服务率保持在
95%以上。蔡畅元说：“过去5年
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率都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此外，还有两
份成绩值得关注：湖南5年累计
援助61.3万困难群体实现就
业； 全省转移就业农民工超过
1500万人。

此外，面对经济新常态、就
业新形势， 湖南省人社厅积极
研究新一轮促进就业创业政
策，出台了以省委7号文件为核
心 的 ， 具 有 湖 南 特 色 的
“1+3+X”就业创业政策体系,
切实提升了公共就业服务能
力。蔡畅元指出：“全省5年累计
投入超过13亿元用于加强公共
就业服务能力建设，全省2151
个乡镇、376个街道、4361个社
区实现了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全
覆盖。”

【养老保障】
我省月人均养老金年均
增长12%

数据显示，五年来，湖南年
均净增老年人口41.61万人。在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下， 湖南
省养老保险在保障范围、 待遇
水平和保障能力等方面都取得
了明显成绩。

杨长永介绍：“截至2015

年底， 全省领取基本养老金人
员达到1300万人，比2011年初
增加了765万人。企业养老保险
连续12年调整提高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 全省月人均养老金
水平从2010年底的1153元提
高到2016年的2135元左右，年
均增幅约12%。”

待遇水平不断提高， 那保
障能力如何？ 杨长永指出：“五
年中， 仅中央和省级财政就安
排了1161亿元资金用于补助
养老保险基金。 截至2015年
底， 全省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累
计结余达到881亿元，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达到
184亿元。我们有信心、也有能
力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
放。”

【社保减压】
再降社保费率，
企业每年减负约27.4亿元

在经济下行、 企业困难的
形势下，企业为降低成本，要求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呼声越来
越高。目前，湖南已实施了两轮
调整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先后
降低了失业、 工伤和生育三项
社会保险费率， 阶段性降低了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率和再次
降低失业保险费率， 合计每年
可为企业减负约27.4亿元。

杨长永介绍， 根据国务院
部署，省政府决定，从2016年5
月1日起两年内，全省企业养老
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统一由20%
降为19%。“从2013年起， 对新
开办、新参保、用工500人以上
的承接产业转移劳动密集型企
业和台资劳动密集型企业，对
整体参保的产业园区和创业基
地，实行了过渡费率试点。符合
试点条件企业的养老保险单位
缴费费率从12%或14%起步，
经过6至8年时间， 逐年过渡到
统一费率。”

“对企业吸纳毕业3年内高
校毕业生就业且毕业生本人属
于新参保的， 也适用过渡费率
试点政策。此外，对于就业困难
人员，被企业吸纳的，我们采取
社会保险补贴的政策。”

省人社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省第十次党代会以来人社工作主要成就

湖南月人均养老金年均增长12%
“过去这5年， 全省新增城镇就业累计达385万人。就

业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 连续13年列入全省
重点实事项目。”10月31日上午，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召开新闻发布会， 全面介绍了省第十次党代会以
来人社工作取得的主要成就。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省人社厅党组书记、 厅长贺安
杰，省人社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蔡畅元，省人社厅党组
成员、副厅长杨长永，省人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运柏
出席发布会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记者 王智芳

10月31日，郴州宜章县梅田镇龙村瑶族村，建设中的规范村民建房示范点。近年，
宜章县大力推进城乡统筹工作，规范村民建房，改造农村危房，建设了一批农村安居工
程、幸福工程，逐步解决农村困难群众“住有所居、居有所安”的实际问题。 李茁 摄

“住有所居
居有所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