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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十三次党代会
全面开启复兴大武汉新征程

“三乡”工程成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武汉样本”

1 月 22 日至 25 日， 中共武汉市第十三次代表大
会召开，吹响“聚力改革创新，奋力拼搏赶超”号角，明
确提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现代化、国
际化、生态化大武汉，为武汉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的
发展制定了行动纲领，全面开启复兴大武汉新征程。

2 月以来，我市创新实施“市民下乡、能人回乡、

1月 22日，中国共产党武汉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剧院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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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规划建设长江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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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启动规划建设长江新城，
树立代表城市发展最高成就的展示区、 全球未来城市
的样板区，引起广泛关注。 7 月 17 日，长江新城起步区
选址公布，明确将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
高点定位，打造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典范新城，起步区范
围内“六管控”措施同步实施，并明确分三期推进：近期
起步区 30 平方公里左右，中期发展区 100 平方公里左
右，远期控制区 500-600 平方公里，再造一个“新武
汉”。 9 月 28 日， 长江新城总体规划方案面向全球征
集，吸引 78 家国内外知名机构报名，最终 5 个方案入
围。

选派两批“108 将”
巡查基层作风

新洲“创客村”吸引市民下乡创业，
“三乡”工程推动乡村振兴

3
规划建设世界级城市中轴
文明景观带——
—武汉长江主轴
为集中展示长江文化、生态特色、发展成就和城市
文明，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规划优化建设武汉长江
主轴， 把长江主轴武汉段作为世界级城市中轴文明景
观带来打造，变“长江天堑”为“城市靓丽画轴”，引领
武汉大都市由
“
组团结构”向
“
中轴结构”发展。5 月 4 日
起，武汉长江主轴概念规划方案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
根据方案，其核心段范围在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
重点段范围南北拓展至鹦鹉洲长江大桥和天兴洲长江
大桥，按照交通轴、经济轴、文化轴、生态轴和景观轴
“五轴一体”功能布局，十年基本建成。 目前，长江主轴
左右岸大道规划已初现蓝图， 国际设计联盟单位已加
入长江主轴规划中。 年内，我市将完成规划体系建设。

长江新城起步区选址确定，图为位于长江新城
的平安铺立交

市委基层作风巡查组工作人员在东湖高新区接待信访群众

武汉长江主轴上三阳路滨江景色

2 月 28 日，全市招商引资大会召开，我市全面
启动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加快推进武汉赶超发展。
10 月 11 日，一批新引进招商引资项目集中开工，总
投资达 2336 亿元的 132 个项目在汉落地。 截至 10
月，全市签约投资金额超过 16758 亿元，实际到位资
金 7003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1.8%，创历史新高；
引进 50 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12 个，是去年全年的 1.7
倍；新引进产业研发机构 32 个，超过去年全年 2 个。
武汉成为最受投资者看好的城市之一。

“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程”
开创城市“校友经济”新模式

今年 2 月，武汉提出打造“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
业工程”，通过“走进去”“走下去”“留下来”“干起来”四
项具体举措，围绕建设大学之城、青年之城、梦想之城、
创新之城，大力发展“菁英经济”，确保 5 年留下 100 万
大学生。 11 月 12 日，“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
大型巡回招聘活动暨首场招聘会在华中科技大学举
行。 首批招聘供岗近 4 万个，其中年薪超过 10 万的岗
位近 1 万个，年薪超过 100 万的高薪岗位 123 个。 接下
来的 2 个月， 武汉每周都将举办至少 2 场大型校园招
聘会，共计 20 场。这次校园巡回招聘活动将实现“四个
全国最前列”：供岗数量全国前列，最高年薪全国前列，
参与规模全国前列，校招影响全国前列。 截至目前，在
汉就业的大学生已达 20.5 万人。

2 月 3 日，新春上班第一天，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
机关作风建设大会，以改进机关作风开局，在全国率先
向服务不到位、进取不积极、工作不落实、担当不主动
的“新衙门作风”宣战，大力清除机关积弊。以从领导干
部带头抓起、从确保重点工作落实抓起、从优化审批制
度抓起、从群众关注热点抓起、从正反典型抓起等“五
个抓起”打好组合拳，建立评议、问责、免责、激励等“四
个机制”，优化机关作风建设。今年 4 月以来，我市开展
“不担当、不作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截至目前，全市
共发现问题 998 起， 整改问题 876 起， 其中纪律处分
102 人。

招商引资“一号工程”
推动来汉投资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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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
工程”发展“菁英经济”

武汉率先向
“新衙门作风”宣战

2 月、9 月， 市委抽调选派两批机关干部， 每批
108 人，进驻各区各单位，深入开展基层作风巡查，
加大对“蝇贪”和“微腐败”的查处力度。 基层作风巡
查组从群众“最怨、最恨、最急、最盼”的事情抓起，推
动信访积案化解，查办基层作风问题，净化基层政治
生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截至 10 月 27
日，查处作风和“微腐败”问题 1686 件次，解决了一
批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并追责问责 2276
人次，其中党纪政纪处分 80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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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兴乡”的“三乡”工程，鼓励市民下乡租用农村空
闲农房和农地资源，引导乡村贤达、社会名人返乡创
业，吸引企业家到农村投资兴业。我市先后出台了鼓
励市民下乡“黄金 20 条”、市民下乡助脱贫攻坚“钻
石 10 条”。 通过实施“三乡”工程，今年 1—10 月，全
市投入农村的社会资金达到 145.36 亿元，新增农民
收入 17.97 亿元， 其中 271 个贫困村民增收 2.25 亿
元，“三乡” 工程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武汉样
本”。

2月 28日，首批“武汉招商大使”出炉，招商引资“一号
工程”推动来汉投资大幅增长

2 月 28 日，我市创造性提出“百万校友资智回
汉工程”，邀约全球武汉校友智力回归、资本回归，助
推武汉赶超发展。 一批知名校友热烈响应，“回武汉”
成为潮流。 5 月 26 日，在汉高校校友总会联盟成立，
统筹在汉高校校友的组织、协调、联络等工作，让校
友资源不断向武汉聚集。 至 11 月 12 日，共举办五批
百万校友资智回汉专场活动， 吸引校友签约项目总
投资 7700 多亿元，形成强大气场，开创城市“校友经
济”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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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宣讲进高校，大学生
留汉热情高涨
8月 26日，第二批武汉百万校友资智回汉·武汉
大学专场举行

武汉向“新衙门作风”宣战，记者在事先不打招 “四水共治”开创系统治水新局面，青山江滩打造海绵城市
呼的情况下直播市政府春节后首个工作日

“四水共治”
开创系统治水新局面
2 月以来，我市提出以防洪水、排涝水、治污水、
保供水“四水共治”为突破口，重点实施防洪保安、排
水防涝、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工业水污染防治、农村
水污染治理、供水保障、水生态环境修复、滨水生态
文化提升等“八大工程”，“护一城净水、绘两江画廊、
显三镇灵秀”,结束三镇“看海”历史。 今年汛期前，以
江南泵站为代表的 14 项重点排水工程投入使用，中
心城区排涝能力提升 50%。 截至 10 月 13 日， 全市
“四水共治”项目累计完成投资额占年度目标任务的
80.5%， 整体上达到时序进度要求，138 项去年灾后
重建水毁工程全部完工，10 个黑臭水体治理率先完
成，市、区、街三级河长制湖长制体系初步建立，开创
系统治水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