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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0日致电祝贺非洲联盟第32
届首脑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

习近平指出，非洲联盟是非洲联合
自强的旗帜。去年以来，在非洲联盟引
领下，非洲一体化进程取得重大进展，
非洲国家在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继
续一致发声，非洲国际影响不断提升。
我对此表示热烈祝贺，衷心祝愿非洲联
盟团结带领非洲国家不断取得新的更
大成就。

习近平强调，去年9月，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取得巨大成功，我同非洲国
家和非洲联盟领导人共襄盛举，为中非
关系发展谋划蓝图。中方愿同非方携手
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
果为契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同落实
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
深入对接，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
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
更大贡献。

习近平向非洲联盟第32届首脑会议致贺电

市长刘事青作政府工作报告。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摄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政府

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提出意见。

一、2018年工作回顾

一年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在省委、省
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着力打好“三大
攻坚战”，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着力保障和改善
民生，接续解决了一批长期想解决的难事，办成
了一批补短板、强弱项的大事，干成了一批打基
础、利长远的实事，做成了一批邵阳人民期盼已
久的喜事，在艰难困苦中求进取，在下沉压力中
求发展，咬紧预期目标奋力前行，总体完成了全
年目标任务。

这一年，我们克难破困抓发展，顶住防化政
府债务风险大量压减项目、固定资产投资严重
下滑、环保治污成批转产关停企业等重重压力，
密集调度、精准发力，经济增长先抑后扬，最终
赶超全省平均水平。邵东县重返全省县域经济
十强行列。三一湖汽年产值突破50亿元。

这一年，我们“背水一战”抓脱贫，实现
23.77 万贫困人口脱贫、432 个贫困村出列，新
邵、武冈、绥宁3个贫困县市可望成功摘帽，开创
了邵阳减贫史上的新纪元。

这一年，我们倾心民生造福祉，财政民生支
出占比创下79%的新高，省定12件重点民生实
事、化解城区超大班额、农村危房改造、易地扶
贫搬迁、自然村通公路、行政村通班车、村村建
成标准化卫生室和农村人安饮水等任务圆满完
成，解决人民群众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出行
难问题迈出历史性新步伐。气势恢宏的市体育
中心建成投运，与已建成的市文化艺术中心形
成“一江两岸、双璧矗立”的城市新地标，市级文
化、体育设施跃居全省领先水平。

这一年，我们咬紧牙关干产业，彩虹特种玻
璃、家用厨电智能制造、桑德再生资源循环利用
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建成投产，省“五个100”工
程首战告捷，彩虹集团、三一湖汽、柳桥国际3家
企业及创新产品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受到通
报表彰，高质量发展点燃了星星之火。

这一年，我们重拳出击治污染，“散乱污”企
业得到有效治理，饮用水水源地得到有效保护，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有效推进，中央环保督
察和“回头看”、省环保督察交办问题有效整改，
空气质量、水质量有效改善。

这一年，我们基础设施建设传捷报，怀邵衡
铁路全线通车，邵阳人民为之期盼、为之奋斗几
十年的梦想终于美梦成真。怀邵衡铁路建成通
车，宣告湖南正式形成高铁省内闭合圈；怀邵衡

铁路建成通车，结束了邵阳西部洞口、隆回无铁
路的历史，洞口、隆回、邵阳县一步到位直接迈
入“高铁时代”；怀邵衡铁路建成通车，联通了我
国东西沪昆、南北京广两大高铁大动脉，标志着
邵阳成为高铁交通枢纽，宣告邵阳全面进入“高
铁时代”。武冈机场运营第一年，旅客吞吐量就
突破46万人次，一步跃升为全省第5名。

这一年，我们创新发展奏凯歌，“一村一辅
警”“邵阳快警”经验做法，作为新时代继承和发
展“枫桥经验”的典型在全国推介、全省推广，成
为全省叫得响、全国有影响的邵阳品牌。

这一年，我们创建“国字号”品牌传喜讯，恰
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邵阳获批“湘南湘西承接
产业转移示范区”，这是我市获得的第一个国家
层面的最大平台，是我市历史上最大的发展机
遇。上半年，我市东部城镇群规划获批，邵阳被
省政府正式确立为省域副中心城市、湘中湘西
经济文化中心。下半年，我市保税改革试点方
案获省批准，邵阳保税仓正式投运。年底又传
来喜讯，邵阳海关被国家正式批准。这些国、省
重大平台，必将成为引领邵阳未来发展的强大
引擎，推动邵阳高质量发展走出湖南、走出中
国、走向世界。

一年来的工作成效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
（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进中提质
11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有9项高于或达到

全省平均水平。其中，7项排全省前5位。尤其
是体现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指标增速多处于全
省前5位水平。

经济结构趋优。开始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
质量发展转变。投资结构上，沉着应对政府投
资与控债碰头挤压，积极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年

“五个100”大行动，市委、市政府分两批组织党
政代表团赴浙江学经验、换脑筋、招项目，到“广
交会”开展专场推介，到“大湾区”、到“长三角”
抓招商、引产业，带动工业投资、工业技改投资、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逆势上扬，创下了近年来的
投资新高。工业投资增长53.1%，高于全省20.7
个百分点，排全省第1位。其中，工业技改投资
增长72.2%，高于全省34.1个百分点，排全省第3
位。高新技术投资增长43.5%。民间投资增长
24.1%，成为拉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财税质
量明显提升，地方收入中非税占比下降9.98个
百分点，为近40年来最低。产业结构上，三次产
业比由上年的19.7：35.4：44.9优化为16.1：34.9：
49.0。经济结构上，全市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
长 贡 献 率 上 升 到 85.8% 。 进 出 口 总 额 增 长
31.7%，高于全省5.2个百分点，排全省第5位，是
全省唯一一个连续六年保持20%以上增速的市
州。外贸企业出口退（免）税总额17.54亿元，仅
次于长沙，排全省第二位。

创新驱动提质。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

增长141.2%，创历史新高。财政科技支出增长
101.1%。净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7家，总数达
到 119 家，同比增长 65.27%。纳入统计口径的
高新企业个数达到813家，比上年净增175家，
增长27.43%。新增省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2个、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全
市发明专利申请量绩效评估排全省第四位。8
家本土企业获得“创客中国”中小微企业创新创
业大赛奖励，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2个项目
获评全国制造业“双创”平台试点示范，广信科
技获评“湖南省工业质量标杆企业”。

放活市场增效。“放管服”改革唤醒市场主
体活力，新登记市场主体41680户、增长14.2%，
连续三年实现两位数增长。落实中央、省、市一
系列优惠政策，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减税
降费为企业减少各类成本约30亿元。新增融资
担保公司2家、增资30亿元，新增担保余额9.2亿
元、增长76.1%。市本级“企业过桥专项资金”为
企业提供偿债过桥资金2亿元，市中小企业信用
担保公司为80户企业提供担保5亿元。规模工
业企业实现利润90.39亿元，增长27.9%，高于全
省10.3个百分点。持续推进普惠金融，隆回县被
授予“湖南省首批普惠金融示范区”，邵东县、隆
回县纳入“湖南省资本市场县域工程试点县”。

（二）“三大攻坚战”战绩不俗
积极有效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高位

推动，密集调度，令行禁止，坚守“三不”“三保”
原则。全面摸清底数，锁定隐性债务存量，严格
控制增量，编制切实有效化债方案。市本级

“停、缓、调、撤”两批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压减
投资457.88亿元。通过争取置换债券额度、清
理闲置土地、清收应收款项、加快政府性资产资
源归集、处置、拍卖，压减政府公用经费等方式，
积极筹集偿债资金，化解存量隐性债务34.14亿
元，国家审计署公告的72.33亿元违规举债，已
整改到位69.01亿元，平台公司整合转型有序推
进。在风险面前，我们沉着应对，保持定力，精
准施策，有效作为，产业建设没“踩空”，项目投
资没“断崖”，“三保”资金没“爆雷”，平台公司没

“塌方”，还本付息没“断链”。
用心用情用力推进精准扶贫。坚持以脱贫

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行业扶贫强势发
力，“五个一批”精准落地，“脱贫攻坚作风建设
年”活动卓有成效。市本级财政安排专项扶贫
资金1.12亿元，各县市区整合涉农资金30.7亿
元投入扶贫，完成帮扶项目998个，建成了一批
产业基地和“扶贫车间”，组建了一批合作社，进
驻了一批龙头企业，培养了一批种养大户，发展
了一批乡村旅游，带动了 87 万贫困群众增收。
新宁“崀山”脐橙入选中央电视台国家品牌计划
—广告精准扶贫项目。隆回金银花、洞口油茶、
新邵常春藤等产业项目列入全省20个贫困县特
色产业扶贫创新试点。贫困户危房改造1.74万
户，易地扶贫搬迁3.5万人，武冈市集中安置经
验在全国推广。新增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
14924人，绥宁县选聘农村劳务经纪人帮助贫困
户解决就业的经验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栏
目推介。发放教育扶贫资金 1.58 亿元，惠及
16.42 万贫困学生。健康扶贫“先诊疗后付费”

“一站式”结算服务落实到位。生态扶贫安排生
态护林员1万人。兜底保障1.23万户。贫困村
电商扶贫、光伏扶贫、农网改造、安全饮水、标准
化卫生室实现全覆盖。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中央和省
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办结问题整改上千个，
持续推进环保基础设施补短板，持续强化建设
工地和城市卫生管理，持续推动“散乱污”企业
和老污染区治理，持续抓实“河长制”工作，治污
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完成宝庆电厂发电机组超
低排放改造等70个工业减排项目，完成百余家
餐饮油烟改造；黏土砖厂全部退出，城区“黄标
车”全部淘汰。2018年市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4.34，较上年下降 14.4%，由上年的排名全省第
13位上升到第9位。空气优良天数305天，比上
年增加 26 天，空气优良率 85%，较上年提高

8.4%；重污染天气5天，比上年的18天减少了13
天。全市11个省级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全部建
成并在线监测运行。关闭水源保护区内河道采
砂场18个，关闭或搬迁各类企业35家，完成223
个规模畜禽养殖场退养。完成饮用水水源一二
级保护区内所有排污口截流，市区5条黑臭水体
治理任务基本完成。全市6个国控断面、35个
省控断面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3类标准，市区、
各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和市级交界断面水质
100%达标。邵东县铬污染农田土壤综合治理与
生态修复全面完成，龙须塘老工业区重金属污
染综合治理主体工程完工。

（三）产业建设卓有成效
产业建设来势喜人。省“五个100”工程进

展顺利，6个省定重大产业项目完成投资35.85
亿元，为年度计划的112%。三一湖汽环保智能
自卸车和二纺机旋挖钻机创新产品按期投放市
场，4个“500强”企业项目落地开建。彩虹特种
玻璃项目点火投产，填补了我国特种玻璃空白，
为打破国外垄断、打造“中国特种玻璃谷”打下
了坚实基础，迈出了关键一步，为欠发达地区搞
高科技产业项目树起了一个标杆、扬起了一面
旗帜。全市211个重大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289.3 亿元。亚洲富士电梯、讯源电子、武冈百
威啤酒等建成投产。新增“四上”单位751家，仅
次于长沙，排全省第 2 位，连续 5 年居全省前 3
位。其中，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55家，排全
省第2位，连续5年居全省前3位。

重点项目推进有力。全市296个重点项目
累计完成投资535.7亿元，120个项目实现全部
投产或单项投产。19个省重点建设项目（含打
捆项目）完成投资203亿元。邵阳电网完成投资
13.2亿元，110千伏六岭变项目建成投产，结束
了市中心城区无电源支撑的历史。潭邵高速公
路（区段）大修工程全面完工。国家重点旅游项
目“上堡古国”建设完成投资 2.2 亿元，黄桑 4A
级景区建设完成主体工程。

园区发展步伐加快。湘商产业园建设继续
领跑全省，累计开工标准厂房 501 万㎡、竣工
485万㎡，累计签约企业815家、入驻596家、投
产512家，实现产值441.6亿元、税收18.6亿元，
解决就业5.38万人。全市11个省级园区综合评
价排名全省第6位，连续三年排位上升。邵东经
开区推进“一区多园”建设，新打造了几个专业
园区，工业智能化改造、产业转型升级斩获颇
丰。邵阳发制品、邵东打火机、邵东箱包获批国
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四）改革开放走深走实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以壮士断腕

的决心关停退出“散乱污”企业 35 家，一批“僵
尸”企业出清，一批流域区域污染企业关停搬
迁。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房地产市场回归正
常。多措并举降成本、补短板，为企业减税降费
30亿元。全社会R&D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
提高0.32个百分点。智能制造破题发展，来势
喜人，一批企业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党和政府机关机构改革稳步推进。市级党
委机关、政府机关和人大机关、政协机关机构改
革全面启动、方案落地，群团改革总体完成序时
任务，全市机构改革有条不紊顺利推进。

“放管服”改革取得新突破。进一步取消10
项行政许可，下放11项行政权力事项，取消行政
审批中介服务事项18项、证明材料64项，下放
邵阳经开区232项经济管理权限全面落实，推进

“多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和“四办”
改革，完成2447项权力和290项公共服务事项
目录梳理，116项压缩办结时限30%以上，500项
做到“最多跑一次”。市本级“互联网+政务服
务”一体化平台正式上线运行，与长沙等3个市
率先与省平台对接。我市获评“全省发展开放
型经济优秀市州”，新宁县获评“全省发展开放
型经济优秀县”，三一湖汽获评“湖南开放强省
十强外贸企业”。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评全
国公共资源交易行业“改革制度创新奖”。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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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8日在邵阳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市人民政府市长 刘事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