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每日电讯4个版集中报道

武汉：引擎重燃势更旺

4月7日，新华每日电讯9版、10版、11版、12版以4个整版聚焦武汉，从经济、人才、治理、“江湖”等4个方面作了报道。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武汉成为最早受到疫情冲击的城市。为了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这座千万人口的城市史无前例地宣布离汉

通道管控，全力阻击疫情，抢救生命。
在全国支援下，英雄的武汉挺了过来。“解封”后，更以优异的答卷昭告春天。
在武大樱花节的缤纷灿烂中，在黄鹤楼的游人如织里，在长江川流不息的帆影旁，在武汉站高铁繁忙如初时，在户部巷美食的人间烟火

侧，在绚丽灯光秀的美轮美奂下，在加速运转的快递单里，或许更能看到武汉归来的“速度”。

4月7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宣布：外
交部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将于 4 月 12 日下午
4时45分在外交部南楼蓝厅，以线上线下结
合方式举行主题为“英雄的湖北：浴火重生，
再创辉煌”外交部湖北全球特别推介活动。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出席并致辞，湖北省
委书记应勇、省长王晓东、武汉市委书记王
忠林等将出席并作推介，外国驻华使节代表
和为武汉抗疫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代表将
应邀发言。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全国各族人民、各条战线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打赢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疫情防控
重大战略成果。英雄的湖北人民、武汉人民

舍小家为大家，为疫情防控付出了巨大牺牲，
为支持全球抗疫作出了重大贡献。赵立坚
说，这是外交部在疫情后举行的首场省区市
全球推介活动。“除展示湖北和武汉抗疫成就
外，我们还将呈现战胜疫情后的湖北和武汉

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的新面貌，介绍湖北贯
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前景，推
介加大对外开放的新举措，为各国与湖北加
强交流合作搭建新桥梁。”

据新华社、外交部网站

提档加速，“大武汉”锚定“强武汉”

2月，总投资3305.4亿元的215个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创下武汉单次集中开工之最；3 月，
112 个招商引资项目的签约总金额 3462 亿元，
创下武汉历年来单场招商活动之最……

从雨雪纷飞，到初秋硕果，再到春暖花开，
武汉经济重燃引擎，开足马力提档加速：今年
1-2 月，武汉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1.5%，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6.3%。

武汉，正以强大韧性和蓬勃生机，展示着英
雄之城的别样魅力。

2020年，一场疫情席卷全球，武汉成为最早
受到疫情冲击的城市，但为了防止疫情进一步扩
散，这座千万人口的城市史无前例地宣布离汉通
道管控，全力阻击疫情，抢救生命。然而，危机不
仅在于病毒对个体生命安全的威胁，更在于疫情
对社会体系、经济活动的全面冲击。

2020年一季度GDP同比下降40.5%。一蹶
不振？还是逆势重振？

下好“先手棋”，“解封”之前，武汉已早早谋
划复工复产，通过建立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协调联
动机制，成立专班和专项协调小组分类摸排和解
决企业用工、物流、要素保障等共性需求。

城市“重启”后，被病毒阻断的连接迅速恢复。
打好“主动战”，中央一揽子支持政策送来“及时
雨”，政府与企业一起，爬坡过坎，攻坚克难。

有为的政府与有效的市场擦出了火花，产
生了惊人效率——重启当天，69个投资项目当
场“云签约”，总金额2451亿元；两天后，总投资
达1865亿元的100个重大项目又在武汉集中开
工……

“-39.7%，-2.3%，1.6%，8.1%。”这是过去一
年 4 个季度，武汉市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数据。
武汉市的主要经济指标降幅在3 月见底后，逐
月呈现逆势反弹、持续恢复的良好态势，走出荡
气回肠的“V型”反转曲线，答卷让人振奋、成绩
令世界瞩目。

2020年，武汉经济总量达到15616.1亿元，
从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下降40.5%收窄到全年
下降4.7%，武汉稳住了经济基本盘。

2020 年，武汉全年新增市场主体 18.65 万
户，自4月8日以来，每日新增市场主体超过900
户；全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1842 家，超过此前
两年总和；400多家国内外各行业500强企业来
汉洽谈，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突破 9300 亿
元、增长6.7%……最能体现武汉经济底色的“中
国光谷”——东湖高新区去年 GDP 正增长

5.1%，新增市场主体2万家、企业1.8万家。
“武汉重新恢复了经济，正在振兴和繁荣。”

霍尼韦尔中国区总裁兼航空航天集团亚太区总
裁林世伟说。去年，这家世界 500 强企业宣告
新兴市场中国总部正式落户武汉，并用不到半
年时间实现了全员入驻。

3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正式发布，要求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
展，加快武汉都市圈建设，打造全国重要增长
极。3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新
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
六个方面着力，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这座以“大”著称的
城市，正在进行新的思考与努力。

“前景可期，蓝图清晰！”湖北省委赋予武汉
重大使命，武汉要勇挑重担，担负起“一主引领”
的重大责任。

2021年开年，武汉强势发出加快打造“五个
中心”动员令——加快建设全国经济中心、国家
科技创新中心、国家商贸物流中心、国际交往中
心、区域金融中心。

当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高水平科技创新，
推动武汉高质量发展，也将政策的利好、繁华的
商业、旺盛的人气聚变为带动城市向上成长的
强劲动能。

“每一次重大危机都会推动社会的进步。”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巴曙松说，“这次疫情
之后的武汉无论是在社会治理、公共卫生，还是
在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等方面正取得更大进步，
而不断积累的进步又将使武汉成为一个日益向
上向好的全国化、国际化大都市。”

“聚引留”，人才大市人才加快回流

“头部企业都来武汉了，我也跟着机会跑了
回来。”去年底，在杭州工作的杨可昕又回到武
汉，入职一家互联网企业。

92 所高校、101 家科研院所、73 名在汉院
士、130万在校大学生，这些是武汉最为宝贵的
资源，也是武汉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硬底气。

以事业聚才，以政策引才，以环境留才。作
为人才大市的武汉，打好“聚”“引”“留”三张“人
才牌”，栽下梧桐树，引得越来越多的人才回流
江城，助力武汉实现高质量发展。

记者了解到，今年开春以来，由于武汉光电
子、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产业发展迅速，不少
龙头企业春季招聘职位数量翻番，吸引了一批

人才从北上广深等城市回流武汉。
对比2019年数据和2021年数据，智联招聘

武汉分公司总经理粟华德发现，武汉求职市场也
呈现稳步上升态势，发布职位数较2019年同期
增长26.4%，简历投递量较2019年增长8.6%。

猎聘大数据显示，在全国新发职位城市分
布TOP20中，武汉排名第9；特别是疫情过后，
武汉就业回暖较快，无论是人才供给还是需求，
均跻身全国前十。

数据显示，2020年，武汉市高新技术企业净
增1842家，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吸纳大学生6.8
万人，创下历史新高。

精准制定人才政策，对战略科技人才财政
奖励支持最高可达 1000 万元；股权投资“一事
一议”，科创资助上不封顶；对年收入50万元以
上的高层次人才，按经济贡献给予奖补……在
武汉推出的多项引才政策吸引下，越来越多的

“东南孔雀”正在飞回武汉。猎聘大数据显示，
从深圳、上海、北京回流的人才最多，占比分别
为14.42%、13.18%、11.29%。

前不久，“学子留汉工程”公布成绩单：2020
年，武汉新增留汉大学生30.2万人。大城武汉
展现出更为繁茂的发展前景，越来越多的人才
涌向这里。

优化环境留才“软实力”，才能激发人才干
事创业的“强动力”。近年来，武汉围绕“人才
链”完善“服务链”，让更多人才愿意来、留得住、
干得好。

武汉“四则运算”探索治理超大城市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
针对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暴露出的社会
治理短板，武汉在人员资金力量配备上做“加
法”，在工作负担上做“减法”，在优化管理服务
上做“乘法”，在化解矛盾上做“除法”，推动社区
实现高效能精细治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
化治理的新路子，答好“时代必答题”。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底座”，绝大多数社
区长期面对人手紧缺、事务繁杂的“老大难”。
特别是去年疫情期间，武汉市对所有小区实行
封控管理，社区工作者成为信息采集、组织居民
团购、帮扶特殊群体、协调患者就医等多项任务
的主力军，工作压力瞬间倍增。

当时，武汉紧急部署全市4.45万名机关单
位党员干部支援社区抗疫，加上一批志愿者，为
封闭在小区里的居民提供服务，有效减轻社区
工作强度，使居民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社会保持

稳定。
疫情过后，在常态化防控下，14.9万名在职

党员到社区报到。下沉党员与社区自管党员、
居民志愿者等“结对组团”，参与基层治理，进一
步充实了社区力量，扩大了服务范围。

针对社区工作者收入偏低、队伍老化、人员
流失等问题，去年4月，武汉制定出台《武汉市
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经过近一年落实，初步
建立起进出有通道、履职有目标、考核有标准、
待遇有保障、发展有空间、激励有机制的“四岗
十八级”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

“以前，工作QQ群有70多个，微信群40多
个，各种通知应接不暇，每天几十项工作，十几
张表，好几场会议赶着开。”武昌区紫阳街党建
办公室副主任汤琪无奈地说，那时候，同事们都
戏称自己是“表姐”“会长”。“现在，手机上的
QQ群、微信群少了三分之二。”她说。

去年召开的武汉市委十三届九次全会提
出，推动城市治理重心和配套资源向街道社区
下沉，围绕做好基层社会治理的“加减乘除”
法。其中，“减”即为减轻工作负担。

地处武昌古城核心区的昙华林，保留着50
余处百年历史建筑，是武汉城市名片、网红打卡
地。而武昌区粮道街道昙华林社区正位于景
区，停车位紧张，居民停车与游客游览不时发生
矛盾。

社区通过“民呼我应”工作平台，邀请交通、
规划、环卫等职能部门、辖区单位以及居民商户
共同协商，探索在8：00—18：00之间居民车辆只
出不进，方便游客游览的“错峰停车”管理新模
式，解决了游客停车难题。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何艳玲认
为，武汉基层治理的“加减乘除”法抓住了基层
工作中四个枢纽性问题，通过有增有减，让基层
工作者聚焦自身最核心的本职工作，并在工作
模式、体制机制等方面调整，系统性化解基层矛
盾，同时通过进一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
化，赋能基层一线，使之更加聚焦服务人民的主
业。

大作“江湖文章”，江澄湖碧人水相依

江城武汉，因水而生、逐水而建、藉水而
兴。水，是武汉最具特色的符号，最核心的竞争
力。

建百里生态廊道、行常年全面禁渔、推江河
湖综合治理……大武汉大作“江湖文章”，把生
态环境修复摆在压倒性位置，大力度解决好突

出环境问题，打造共抓长江大保护的典范。
从“九龙治水”到“攥指成拳”，改“先污后

治”为“生态优先”，变“人水相争”为“人水相
依”。一座滨水生态绿城正“浮出”水面。

统计显示，武汉境内水域面积2117.6平方
公里，占国土面积近四分之一。长江、汉江穿城
而过，列入保护目录的湖泊有166个，长度5千
米以上的河流有165条。武汉是一座“漂浮”在
水上的城市，它的发展与水息息相关。

独特的“两江四岸”城市格局，造就了武汉这
座天然“码头”。但随着城市发展，这些码头的存
在不仅侵蚀了宝贵的岸线资源，影响了城市滨江
景观，阻碍了长江经济带和长江新城的建设，更对
长江生态环境和生态安全造成了严重破坏。

从2016年开始，武汉在全市开展沿江港口
岸线资源环境综合整治，武汉长江和汉江核心
区内103个港口码头和189艘趸船纳入整治范
围。优化调整完成后，武汉长江和汉江核心区
码头数量减少61.2%，趸船数量减少63.5%，腾退
出数百公里的两江岸线。

腾退出的长江、汉江岸线上，防洪及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迅速展开，武汉百里长江生态廊道
建设如火如荼。记者在二七长江大桥附近青山
江滩看到，曾经脏乱的岸滩如今已是城市绿道，
多个绿色景观点缀其间，依据不同水位而建的
不同高程的滩地广场上，人们或休闲娱乐或漫
步观景，十分惬意。

一系列举措成效初显，2020年1至6月，东
湖整体水质持续保持Ⅲ类，为近四十年来最好
水平。当年11月，武汉东湖高分通过全国示范
河湖建设国家验收，位列全国首批示范河湖，成
为入选河湖中唯一一座城中湖。

为保护赖以生存的生态家园，武汉先后颁
布实施《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武汉市湖泊保
护条例实施细则》《武汉市湖泊整治管理办法》

《武汉市水资源保护条例》，为加强湖泊保护立
下“规矩”。

近期，生态环境部公布了 2020 年监测数
据，实施长江大保护以来，从长江武汉段白浒山
出境的长江水质已连续两年保持在Ⅱ类，优于
国家考核要求的Ⅲ类水质。这意味着近年来长
江干流武汉段水质持续改善，达到20年来最优
水平。

一城净水、两江画廊、三镇灵秀。一幅“江
湖相济、湖网相连、人水相依”的美丽画卷正徐
徐展开。

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新华社记者唐卫彬
廖君 侯文坤 熊琦 王自宸）

外交部 12日将向全球特别推介湖北

图1：昨日，央视主播说联播栏目提到，
2020年4月8日零点，武汉迎来“解封”。
这之后的一年里，武汉一直全力奔跑在复
苏的前列。主播海霞说，这背后有武汉人
民的“不服周”，也有全国上下的“搭把手”。

图2：新华社4月7日播发9张动图海报“致敬！城市
英雄”。海报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护士肖婷、“两山医院”
建设者林正杰、新华社记者肖艺九、小学音乐老师华雨辰、
漫画师黎婧、酒店经营者肖雅星、饿了么骑手赵彬、铁路警
察周晨宇、咖啡师黎江豪等9人为代表，致敬城市英雄，点
击图片，就能看到他们背后的故事。

图3：新华社客户端新华视界昨晚发布4张海报“武汉
活力夜”——抓拍楚河汉街、江汉路步行街、小吃街户部
巷、武昌老街得胜桥4地逛街吃饭休闲的人群，展现了夜
幕下的武汉，各个角落都焕发着活力。

图4：人民日报新媒体4月7日发布短视频“看浴火重
生的武汉” 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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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同日强推 武汉每个角落都焕发着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