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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关键词】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全面开创乡村振兴
新局面; 坚持优势产业提
质发展，全面厚植实体经
济新优势；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全面建成国内
外知名生态文化公园；坚
持扩大投资带动发展，全
面推进基础设施再上新
台阶；坚持改革创新开放
发展，全面增强经济发展
新动能；坚持民生优先共
享发展，全面实现民生福
祉新提升。

【改善民生】
新 建 城 区 停 车 位

2000个，村组停车场400

个； 巩固农村义务教育学
校学生课间营养餐试点
29所， 义务教育巩固率
97.2%； 加大对留守儿童
的关爱力度， 做好儿童之
家示范创建工作； 天然气
管道安装16700户； 实施
农村适龄妇女“两癌”免
费检查24500人； 免费产
前筛查16600人， 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 14700人，新
生儿疾病筛查95%； 文旅
产业带动妇女就业 7300
人；确保高山台信号覆盖
范围内全州群众可免费
收看中央一台等主流频
道； 完成农村大团寨消防
水池建设68个， 电气线路
改造住户16299户。

市州两会“热词”
今年这么干
湖南14市州政府工作报告大梳理
这些“小目标”和大蓝图关系你我

自1月起，湖南14市州相继进入“两会”时间。截止到1月22
日，随着岳阳市八届人大六次会议闭幕，市州两会落下帷幕。

本报记者通过梳理各市州的政府工作报告，带你看懂各市州
今年的“小目标”和“十四五”的大蓝图。 ■本报记者整理

【发展关键词】
大力发展数字经

济， 实施高新技术企业
“量质双升”行动，加快
完善“双创”平台；着力
建设“四精五有”（精准规
划、精美建设、精致管理、
精明增长，有颜值、有气
质、有内涵、有格调、有品
味）品质城市；统筹推进
1750个市级重大项目建
设。在推动先进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列。

【改善民生】
1、 建设通信基站

6000个；2、开工改造城
镇危旧房屋 500栋；3、
新建智慧社区健身中
心200个；4、 实现特殊
病种门诊药店乡镇（街
道）全覆盖；5、建成投
用消防站17个；6、新改
建停车场200个， 增加
停车位15万个；7、既有
多 层 住 宅 加 装 电 梯
1000台；8、新改建农村
公路600公里；9、 建设
标准化村（社区）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 100个；
10、建设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60家。

【发展关键词】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 建设创
新型城市， 塑造改革创新新优
势；扩大全方位开放，融入国际
国内新格局；深化乡村振兴，实
现农业农村新发展； 推进新型
城镇化，取得精明增长新进展；
抓实生态环境治理， 加快发展
方式新转变； 聚焦全省一流目
标，力争营商环境新提升；加快
发展社会事业， 推动民生福祉
新改善；深化平安湘潭建设，构
建安全发展新局面。

【改善民生】
孕产妇免费产前筛查、新

生儿遗传代谢病免费筛查全覆
盖， 救治救助贫困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600名；中小学教室灯光
照明提质改造500间；市城区健
身设施设备配送10处； 建设乡
村旅游厕所30座， 新建市城区
二类及以上标准公厕5座；资助
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对城乡300户困难老人
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 完成10
千伏及以下行政村配电网改造
投资9000万； 打造放心早餐样
板店50家； 消除市城区小街小
巷路灯盲点1918盏； 新建智能
自助洗车便民点20个。

【发展关键词】
“十四五” 目标综合实力进

入全省第一方阵，打造国家重要
先进制造业高地，推进制造强市
“123工程”，加快沪昆百里工业走
廊提质提效。打造具有国际先进
水平的新型显示器件制造基地，
全国有影响力的专用汽车、工程
机械、 轨道交通零部件配套基
地，技术领先的智能家居家电生
产基地，中部地区最大的特色轻
工研发、生产基地，全国中医药
制造基地等。

【改善民生】
十件重点民生实事：完成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 295个
29255户， 新启动105个10294
户； 完成棚户区改造3154户，公
租房和安置房交付入住1500户；
市城区新增停车位1万个以上；
完成32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建设；
完成农村公路新改建200公里，
安防工程200公里； 完成农村户
用卫生厕所改（新）建3万户，新
建公厕30座；完成乡镇卫生院修
缮提质改造建设项目20个；完成
50处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巩固和新增农村自来水供水
人口3万人；完成8所芙蓉学校建
设；市城区新建公办幼儿园6所，
全市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9545
个。

【发展关键词】
突出产业振兴，坚持“一链

一策”，精准推进“12+1”优势产
业链招商，开展中小企业技术创
新“破零倍增”三年行动，落实省
定第三批“一件事一次办”事项
目录，提升监管执法数字化智能
化水平。突出消费升级，加快中
国（湖南）自贸区岳阳片区改革
试点，完成49项年度改革创新任
务。打造绿色环境，持续推进东
风湖、松阳湖等城市内湖内河治
理，持续抓好长江流域禁捕退捕，
加强东洞庭湖湿地生态保护。

【改善民生】
1、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50

个， 支持加装电梯100台；2、建
成中心城区地下停车场6处，新
增停车泊位1800个； 建成南湖
大道、岳阳大道、巴陵路3条公
交专用道； 改造中心城区背街
小巷15条；3、 改造市中心城区
供水管网20公里；4、 完成中心
城区渍水点整治8处；5、提质改
造农贸市场30家；6、 新增城区
绿地面积100万平方米， 完成
553个村庄绿化任务；7、建成高
标准农田40万亩；8、 新建改扩
建中小学校39所， 建设农村公
办幼儿园12所；9、 完成住院和
门诊医疗救助、 医保参保资助
26万人次；10、完成“送戏曲进
万村、 送书画进万家”726场；
11、实现乡镇（街道）示范养老
服务中心全覆盖。

【发展关键词】
坚持优化产业生态，实施“双

倍增” 计划， 新增规模工业企业
120家以上。建设内陆地区开放强
市， 创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
点城市，力争旅游总收入达到550
亿元以上；实施重点建设项目200
个，完成投资800亿元以上。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实施“三区”安全
饮水工程， 继续抓好“四好农村
路”建设，积极推进城乡客运一体
化三年行动。

【改善民生】
1、农村交通事故易发多发点

改造整治全覆盖；2、 新改造城镇
老旧小区230个并实现物业管理
全覆盖；3、 建设特困人员供养机
构5家；4、完成农村公路危桥改造
三年行动计划；5、 完成农村学校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6、 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800人；7、定向免费培养
乡村医生100名、乡村教师400名；
8、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市域内异地
就医医疗费用直接结算；9、 完成
行政村农网改造102个；10、 全面
提升乡镇专职消防队消防救援能
力；11、巩固提升农村饮水安全。

【发展关键词】
以建设“锦绣潇湘”全域

旅游基地龙头为抓手，推动旅
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新型工
业强基倍增计划为突破，加快
补齐工业短板。以消费升级为
着力点，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
业。 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引
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做
大做强中心城区为重点，加快
推进国际精品旅游城市建设。
以项目建设为载体，增强发展
支撑力和竞争力。以改革创新
为根本动力，全面厚植发展新
优势。 以生态强市为目标，大
力推进生态绿色张家界建设。

【改善民生】
以解决“急难愁盼”民生

问题为落脚点，着力提高社会
建设水平。

新增城镇就业0.9万人、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3万
人， 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
零。建成芙蓉学校3所,确保公
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
50%以上。开工建设市中医院
应急医疗救治中心，加快建设
张家界传染病医院。实施困难
群众价格临时补贴联动机制，
确保城乡困难家庭应保尽保。
开展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普查，加快推进防灾减灾工
程建设。

【发展关键词】
着力壮大实体经济，

着力推进改革创新，着力
扩大有效需求，着力推动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着力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持
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着
力提高社会建设水平。

【改善民生】
新增城镇就业 3.87

万人以上、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3.8万人以上，全
年培训城乡各类劳动者5
万人次以上；新增义务教
育学位5000个以上、新增
公办学前教育学位1万个

以上，积极筹建怀化工商
职业技术学院；组织开展
送戏下乡演出600场次以
上； 坚持全民参保登记，
基本实现法定人群社保
全覆盖；加快建设以居家
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
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
系；统筹推进助残、救孤、
济困、优抚等福利事业发
展；加快建设大湘西区域
医疗卫生中心；推进和完
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
系建设，实现“五有”全覆
盖；加快启动湖南省自然
灾害应急救援怀化中心
建设。

长沙
着力建设“四精五有”品质城市

湘潭
构建现代化
产业新体系

邵阳
综合实力瞄准
全省第一方阵

常德
创建国家文化和旅游
消费试点城市

岳阳
持续抓好
长江流域禁捕退捕

张家界
加快推进国际精
品旅游城市建设

【发展关键字】
加快建设“三区两

城”，（融入粤港澳大湾
区引领区、建设湘南湘
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 对接东盟开放合
作先行区； 建设国家
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
城市、 建设文化生态
旅游名城），着力构建
“一核两轴三圈”区域
经济格局（加快推进
零冷联城， 打造市域
核心增长极；着力在市
域北部打造以先进制
造和高新技术产业为

主的经济发展轴，在市
域南部打造以高加工
度工业和新兴工业为
主的经济发展轴；打造
30分钟“同城圈”、60分
钟“协同圈”、90分钟“融
入圈”）。

【改善民生】
抓好十件民生实

事，落实就业优先政策，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加
强健康永州建设， 繁荣
公共文化事业， 健全社
会保障体系， 守牢安全
发展底线。

【发展关键词】
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8%以上， 加快发展
先进制造业， 力争十
大产业链产值突破
2600亿。统筹推进“一
园一中心三基地建
设”，即华为配套产业
园、 数字经济创新孵
化中心、 数字经济产
业基地、 芙蓉云大数
据云计算基地、 物联
网互联网终端产业高
端制造基地。实施“东
接东融”发展战略，打
造长江经济带节点城
市。

【改善民生】
优先发展农业农

村， 完成30.86万亩高
标准农田建设。多通道
接轨长沙中心城区及
黄花机场、长沙高铁南
站，畅通互联互通合作
渠道。实施快递进村工
程，打通鲜活农产品出
村进城“最后一公里”。
统筹抓好高校毕业生、
城镇困难人员、库区移
民、退捕渔民、残疾人
等群体就业，新增城镇
就业3.4万人， 农村劳
动 力 转 移 就 业 1.5 万
人。

益阳
实施“东接东融”发展战略

永州
着力构建“一核两轴三圈”
区域经济格局

【发展关键词】
落实“三高四新”战

略部署，实施“新理念引
领、可持续发展”战略，全
力打造“一极四区”：“一
极”是指将郴州打造成全
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重
要增长极；“四区”是指将
郴州打造成国家可持续
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开
放程度更高的自由贸易
试验区、资源型产业转型
升级示范区、传承红色基
因推进绿色发展示范区。

【改善民生】
进一步完善覆盖城

乡的全方位公共就业服
务体系；做好全面根治欠
薪工作；大力推进城乡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
设一批农村教师周转宿
舍，推进城镇住宅小区配
套建设中小学校和幼儿
园；加大教师招聘特别是
农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
力度；加快推进天然气“县
县通”；抓好北湖机场试飞
及航线运营。

郴州
全力打造“一极四区”

【发展关键词】
按照省委、省政府

“十四五”规划纲要，将
娄底打造成为长株潭
都市圈的拓展区和辐
射区。“十四五”时期要
基本建成先进制造业
强市、 产教融合城市、
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文
明幸福城市，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
景目标。

【改善民生】
2021年，娄底全市

将实现公办幼儿园占
比达到50%以上，中小

学义务教育大班额动
态清零；新生儿遗传性
耳聋基因筛查1.8万例
以上；完成村级电商站
点全覆盖； 山塘清淤
4000口；老旧小区改造
26526户； 完成农村中
小学教师周转房建设
1470套；完成政府补贴
性职业技能培训3.8万
人次；完成农村公路提
质改造150公里、 安防
工程建设900公里；完
成2016年以前的“无籍
房”办证；中心城区新
增业主委员会、物业管
理小区各100个。

娄底
打造长株潭都市圈的拓展区辐射区

怀化
加快建设大湘西区域医疗卫生中心

湘西州
建设国内外知名生态文化公园

各市州今年“小目标”
长沙

今年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8.5%、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9%、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增长6%、全体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

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
标8%左右，将着力打造中国动
力谷、 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加
快推进长株潭区域一体化发展

株洲

今年预期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7.5%以上， 坚持产
业兴市、 工业强市定位不动摇，
以建设制造强市为抓手，全面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湘潭

今年GDP增长8%
左右，围绕争资争项，加快充实
项目储备库；围绕快建快投，加
快形成实物工程量； 围绕达产
达效，加快培育现实生产力

岳阳

今年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8%以上，对标全省打造国家
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努力完善
产业生态系统，改善产业发展条
件，提高制造业占GDP比重和在
全省的位置

常德

今年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8%以上， 将加快推进“601”
工程、三一产业园灯塔工厂等重
大产业项目建设。邵阳经开区争
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邵阳

今年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8.5%左右，推进创新型
城市建设、 建设现代产业强
市、着力建设最美地级市

衡阳

今年地区增长总值8%
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5%、
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8.5%

益阳

今年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7.5%以上、 规模工
业增加值增长8%左右、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8.5%左右

郴州

今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8% ， 规 模 工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9.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

永州

今年GDP增长8% 、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5.5%
以上、 进出口总额增长20%、规
模工业增加值增长8%以上

怀化

今年经济增长7.5%以上、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5%、
城镇新增就业3.4万人左右、 城镇
调查失业率与全国全省一致

娄底

编辑/李青 美编/张元清 校对/张郁文

今年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8%以上， 旅游接待人
次增长30%以上，旅游总收入
增长34%以上，规模工业增加
值增长10%以上

张家界

今 年
GDP增长 8% ，
地方财政收入增
长4%，规模工业
增加值增长8%

湘西州

【发展关键词】
“十四五”期间，新

增3个以上千亿产业集
群。 坚持制造强市，着
力打造中国动力谷；坚
持创新引领，着力创建
国家创新型城市；坚持
改革开放，着力培育发
展新动能；坚持扩大内
需，着力融入新发展格
局； 坚持融合发展，着
力提升区域竞争力；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着力
推进乡村振兴；坚持绿
色发展，着力建设生态
宜居城市；坚持人民至
上， 着力增进民生福
祉。

【改善民生】
新增城镇就业5.2万

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1.�2万人； 公办园占
幼儿园比例提升至50%，
持续增加城区学位供给；
实施健康株洲15项专项
行动；加大向乡村“支医”
力度；完善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制度；新增企业养老
保险参保3万人； 全市每
千名老人养老床位数提
高至40张；持续实施“民
生100”工程：推广“门前
三小”经验、建设20个“长
者餐厅”、 资助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6万人、 完成55
个微亮化项目、新建城区
道路停车位4400个、拉
通10条“断头路”。

株洲
着力打造“中国动力谷”

【发展关键词】
紧扣省域副中心城

市战略使命， 按照中心
城市的标准谋划推动各
项工作。 在经济发展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方面走在全省前
列，实现总量、质量、均
量三量齐升。 在科技创
新、 产业创新方面走在
全省前列。 围绕产业基
础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
化，深耕14条产业链，疏
通衡阳制造强市的主脉
络， 持续推动园区提质
升级， 形成衡阳制造强
市主战场。

【改善民生】
落实就业优先政

策。 发挥人力资源现代

产业园等平台作用，深
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计划， 提高就业群体
职业技能。 完善农民工
工资支付保障长效机
制， 抓好农民工工资清
欠保支。 建设更高质量
教育， 扩大普惠性幼儿
园覆盖面， 确保每个乡
镇至少办好一所公办中
心幼儿园。 落实养老保
险、 工伤保险省级统筹
改革。 健全社会救助体
系， 完善社会救助和保
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
联动机制。 推动社会保
障从制度全覆盖逐步迈
向人员全覆盖。稳步推动
大湘南区域医疗卫生中
心建设，加强公共卫生体
系建设。

衡阳
按照中心城市标准谋划推动各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