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达哲主持召开长株潭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强调

推动长株潭一体化取得新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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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达哲指出，当前，长株
潭一体化已经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这个新的历史起点，
新就新在习近平总书记赋予
湖南“三高四新”的新坐标、
新定位、新使命，对长株潭一
体化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新
就新在进入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
格局， 长株潭一体化完全可

以展现新作为； 新就新在长
株潭一体化上升到了新的战
略高度， 应当朝着打造中部
地区、 长江经济带新增长极
的目标不断奋进。 大家一定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
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
感，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
长株潭一体化取得新的重大
突破。

2020年长沙电网最大供电能力
提升至1000万千瓦，较2017年提升
58%； 节约客户办电成本约14.1亿
元； 向供区内48个贫困县投入农网
改造资金37.9亿元； 实施电动汽车
“百县千桩万联亿度”工程，接入充
电桩1.5万个……1月22日， 记者在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 国网湖南电力已深入研究制
定推动电网建设升级、 优化电力营
商环境等八项举措。

保电：制定更合理峰谷电价政策

省能源局常务副局长欧阳晓风
介绍，2020年全省完成电网基建投
资240亿元，同比增长20.69%。

欧阳晓风表示，2021年，将持续
抓好争取外电、协调火电、平衡水电
等工作。其中，在电源侧，大力推进华
润鲤鱼江电厂（196万千瓦）尽快实现
灵活转供湖南， 推动神华永州电厂
2021年双机投运（200万千瓦），推动
平江电厂两台百万机组早日投运。推
动“新能源+储能”协同发展模式，强
化发电保障能力。

在电网侧，加快推进南昌—长沙
特高压交流工程建设， 力争2022年
上半年建成投运，促请上级部门早日
核准荆门—长沙特高压交流工程，保
障祁韶直流和雅中直流满送湖南。

此外，在需求侧研究制定更加合
理的峰谷电价政策，引导企业削峰填
谷，深化“经济+行政”调节手段。

办电：更省时、更省心、更省钱

省工信厅总工程师黄学工介
绍，去年以来，我省累计为11.5万户
居民、1.7万户小微企业客户实现当
日报装、当日送电。

下一步，湖南将加快实施“获得
电力”提升专项行动，实现低压非居
民“三零”服务全过程办电时间压减
至20个工作日以内， 经营区域城区
160千瓦及以下、 农村地区100千瓦
及以下的小微企业用电报装“零投
资”，同时深化“互联网+服务”应用，
打造“业务线上申请、 信息线上流
转、进度线上查询、服务线上评价”
办电的服务新模式，让办电更省时、
更省心、更省钱。

转型： 促进能源消费低碳转型

电能是清洁、高效、安全、便捷
的二次能源。 但目前湖南电能占终
端能源消费比重仅为18.85%，浙江、
江苏等经济发达省份已超30%，差
距还比较明显。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戴庆华表示，国网湖南电力将
持续拓展电能替代广度深度，努力
提高全社会电气化水平， 引导省内
工商业企业、 机关事业单位、 城乡
居民等实施清洁电能消费替代60
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等排放625
万吨。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阳仑

走进常德市桃源县热市镇龙家
嘴村， 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
景象：生态瓜果蔬菜基地、高端生态
水果园、百姓大舞台、幸福屋场……
说起村里的变化，村民刘登仙如数家
珍：“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做事、村民的
手里有钱了、村容村貌也焕然一新！”
日子一天天变好，除了要感谢党的好
政策，村民们还想感谢村支书龙建山
的精准“领跑”。

过去， 龙家嘴村是桃源县的落
后村，基础设施薄弱、集体经济几乎
为零。2008年， 龙建山放弃年收入
近50万元的温泉生意， 回村当起了
“领路人”。

一上任， 龙建山首先自掏腰包
10余万元建起了村部和文体活动中
心，抢通了渠道，修补好了两条主要
通组公路，发放了拖欠5年的村组干
部的误工补贴， 然后开始着手带领
村民们致富。“产业是致富最有效的
手段，有了支柱性产业，才能让村民
的生活渐渐好起来。”

2015年， 湖南龙家嘴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挂牌成立， 流转土地
650亩， 带动村民一起搞水果种植。
村里免费为村民提供树苗， 公司提
供技术指导，全村150余农户签订了
土地流转协议。村民既得租金，又有
务工收入，年收入能达到3万元。

600亩玉露脆梨、400亩桃子、
350亩柑橘、100亩蔬菜科技示范园
……靠着千亩现代化水果蔬菜示范
园，全村山、林、水、田资源都被盘活
了。龙家嘴也获评“湖南省美丽乡村
示范村”“湖南省文明村”。

作为人大代表， 龙建山围绕乡
村振兴，先后提出了“加大乡镇农村
敬老院改造力度”“加大农村集中供
水工程政策扶持力度”“提升基层医
疗保障水平， 减轻城乡居民医保负
担”等乡亲们关心的热点建议，得到
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回应。

今年两会上，他将提交《关于农
村赈酒禁止使用一次性餐茶具的建
议》，减少白色垃圾对环境的污染，为
美丽新农村建设贡献力量。

■记者 丁鹏志

●2020年我省跨境收支
总额600.8亿美元，同比增长
7.2%

●其中，跨境收入318.4
亿美元，同比增长4.3%

●跨境支出282.4亿美
元，同比增长10.6%

●净流入36亿美元，同
比下降28.3%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刘瀛洲

龙建山：精准“领跑”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2020年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

各项贷款余额49402.8亿
元，同比增长16.5%

●贷款增速居全国第4
位、中部六省第2位

● 全 年 新 增 贷 款
6987.4亿元 ， 同比多增
1157.6亿元

国网湖南电力八项举措助力“三高四新”战略
今年研究制定更合理峰谷电价政策

本报1月22日讯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长株潭一体化
发展领导小组组长许达哲主持召开长株潭一体化发展领导
小组第一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凝聚强
大合力，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长株潭一体化取得新的
重大突破。省委副书记、代省长、长株潭一体化发展领导
小组第一副组长毛伟明出席并讲话。

省领导谢建辉、张剑飞出席。

打造中部地区、长江经济带新增长极

许达哲强调，要紧扣一
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
抓紧抓实长株潭一体化各
项重点工作。

要统筹推进空间布局
与产业发展。始终坚持规划
引领，加快三市规划融合发
展和片区功能重组，围绕产
业链供应链做深做精做强，
构建错位发展、 特色明显、
相互配套的产业发展新格
局。

要统筹推进生产生活
便利与生态环境改善。深入
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大
力推进公共服务普惠共享，
共抓生态环境保护，完善生
态环境共保联治机制，强化
生态环境协同执法，率先实
现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低
碳化。

要统筹推进深化改革
与扩大开放。着重研究推出

一批事关全局的关键改革
举措，努力破解制约一体化
发展的行政壁垒和体制机
制障碍；着眼畅通内循环扩
大开放， 抓好三市内部开
放，敞开面向世界的开放大
门，放大自贸试验区辐射带
动作用，协同推进高水平开
放合作。

要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和
人才队伍建设。 优化人才发
展生态，打造人才集聚中心；
承接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
目，合力争取国家实验室、国
家重点实验室落户长株潭，
努力突破一批“卡脖子”技
术，大力支持“两区”“两山”
“三谷”发展。长株潭一体化
发展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长株潭三市、 省直有关单位
要加强统筹协调， 形成推动
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的强大合
力。

放大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作用

毛伟明指出， 经过多年
的探索实践， 长株潭地区已
成为湖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引擎、 参与地区竞争的重要
支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大力实施“三高
四新”战略，充分发挥长株潭
地区空间区位优越、 产业基
础雄厚、 科技人才发达的优
势，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率
先形成新发展格局、 率先培
育现代产业体系、 率先探索
大都市圈发展道路、 率先推
动生产要素良性循环， 在更
强基础、 更高水平上实现协
调融合发展。要瞄准打造“三

个高地”，重点实现交通体系
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政
策协同一体化、 生产要素一
体化等发展，构建错位发展、
特色明显、 相互配套的产业
格局， 加强创新前沿布局和
资源共享， 构筑国际国内竞
争新优势， 全力打造营商环
境一流、 示范引领全省高质
量发展的核心区。

会议审议了《长株潭一
体化发展五年行动计划》《长
株潭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工
作规则》《长株潭一体化发展
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冒蕞 孙敏坚 刘笑雪

在更强基础、更高水平上实现协调融合发展

2020年
湖南金融运行
总体平稳

1月22日，中国人民银
行长沙中心支行通报了
2020年湖南省金融运行基
本情况：

跨境收支
企稳恢复

贷款增速
居全国第四位

2020年1-11月，
●全省社会融资规模新增

10640.1亿元 ， 同比多增
2346.6亿元

●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居于中部六省第2位

●具体来看， 间接融资新
增6809.5亿元， 同比多增
1298.3亿元

●直接融资新增3351.5
亿元，同比多增960.2亿元

●其中， 企业债券新增
1565.0亿元

●股票融资新增149.7亿
元

●政府债券新增1636.8
亿元

社会融资规模
增量居中部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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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龙建山，省人大代表、桃源县
热市镇龙家嘴村党支部书记。

■制图/张元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