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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二十大新闻事件”
今年武汉历史性首次引进诺贝尔奖得
主4名， 以8名中国及发达国家院士、19名国
家“千人计划”专家为首的一大批产业领军
人物回汉投资兴业，带动顶尖产业项目纷纷
落户武汉。

19四张成绩单创新政绩考核
模式

4月10日，市委印发《2017年度全市绩效
管理综合考评办法》，确定了通过推动发展、
深化改革、维护稳定、从严治党四张成绩单，
对各区各单位贯彻落实市委、 市政府关于
“四个全面” 工作部署的实际成效进行综合
考评。 同时获得四张成绩单优秀的，才能评
为综合考评立功单位。 为推动四张成绩单落
地见效，建立拼搏赶超交流会制度，每月确
定一个主题组织召开拼搏赶超交流会。 从2
月开始已连续召开9次拼搏赶超交流会，34
个单位作交流发言，4个单位作表态发言，在
全市上下营造了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20全国首创网上群众工作部
高效回应群众诉求
5月11日， 我市在全国率先成立网上群
众工作部，实行“虚拟机构、实体运行”，践行
网上群众路线，实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市网上群众工作部整合武汉 城 市留 言板 、
12345市长热线等多个民情收集办理平台，
集中收集民情，办理网民诉求，让老百姓足
不出户、轻点鼠标，就可以表达诉求,“网来
网去”解决民生问题。 至6月4日，全市17个区
全部成立区级网上群众工作部。 截至11月1
日， 我市主要民情受理平台共接到群众投
诉 、 建 议 、 留 言 61 万 件 ， 按 期 办 结 率 达
99.32%。

21 调研选拔百名“狮子型”干
部
5月16日，我市启动调研选拔“狮子型”
干部，以“忠诚干净、思想解放、思路开阔、敢
打敢拼、敢于担当”为标准，历时3个多月调
研，共发现掌握309名“狮子型”干部人选。 截
至11月6日， 共选拔任用119名“狮子型”干
部， 平均年龄47.3岁， 他们已奔赴建设现代
化、国际化、生态化大武汉的最前沿，带头拼
搏、冲锋陷阵。 《人民日报》对此发表评论予
以肯定。

22斗鱼嘉年华吸引1.7亿人注
目武汉
5月28日至30日，2017斗鱼嘉年华在汉
火爆亮相，国内500名超高人气主播参与，丰
富的游园活动覆盖电竞、娱乐、科技等，这一
全新泛娱乐文化盛会吸引了现场35万人次、
全网累计1.7亿人次在线观看。 火爆的人气和
超量的关注，让网友们感受到武汉人的豪爽
热情，向世界传递了武汉“大学之城”“青年
之城”“梦想之城”“创新之城”的活力。

23 武汉推出发展新民营经济
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

6月13日， 武汉召开新民营经济发展大
会，提出打造新民营经济集聚地，在全国率
先吹响大力发展新民营经济的号角。 新民营
经济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创富惠民为目
的，以大学生、海归、科研技术人员和职业经
理人等新“四军”为创业创新主体，以发展新
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为特征
的新经济为主攻方向。 7月10日， 我市发布
《突破性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措施 （试行）》

16条。 目前，已举办新民营经济招商大会沪
浙商会专场、闽粤港专场，世界500强与全球
知名外企招商大会外资商会专场， 成果丰
硕。

24 武汉成为首批全国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

6月29日， 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双安双
创”成果展览大会上，国务院食安办向武汉
市授予“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奖牌。 国家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是城市食品安全治理水
平的最高荣誉。 2014年起，武汉作为首批试
点城市，积极开展创建，全面提升城市食品
安全保障水平。 全市多年来未发生一起重大
食品安全事故。

25“海外科创人才来汉发展工
程”打造国际人才自由港
7月8日， 在华创会重点项目签约仪式
上，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领衔的生命科学创
新研究院落户武汉，正式拉开武汉“海外科
创人才来汉发展工程”序幕。 该工程以打造
国际人才自由港为目的，依托东湖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武
汉片区，大力发展“海归经济”，构建面向全
球的招人聚才网络体系， 精准对接海归人
才，引进培养一批诺奖级、院士级全球战略
科学家、产业科学家，一批战略科技人才、产
业领军人才、国际工匠人才，以及相关领域
的商界领袖、管理型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

26 “红色引擎工程”创基 层
党建全国品牌
7月18日至19日， 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工
作经验交流座谈会上，武汉实施“红色引擎
工程” 做法获中央领导和中组部高度肯定。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大力实施“红色引擎
工程”，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红色引擎工
程”系统集成“红色引领、红色头雁、红色细
胞、红色阵地、红色物业、红色文化、红色旋
风、红色基金”，实行“法治、德治、自治”并
举，探索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路
子，让党的工作走进千家万户。 其中，“红色
物业”既发挥物业服务功能，又发挥政治引
领作用，今年以来，全市共组建公益性物业
企业29家，新选聘党员大学生730名， 569个
市场失灵、自治实效的老旧小区有了物业管
理，面貌焕然一新，群众获得感实实在在。

27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筹
备工作全面展开
8月2日，距离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
幕800多天，武汉召开军运会誓师大会，提出
以奥运标准、军队作风、工匠精神，努力办出
一届国际水准、中国气派、武汉特色的精彩
军运会。 世界军人运动会由国际军事体育理
事会举办，是世界最高级别的综合性军人运
动会，被称为“军人的奥运会”。 筹办工作挂
图作战、对表推进。 军运会比赛场馆布局“长
江主轴” 两侧， 将迎接120个国家近万人参
赛。 目前，军运会场馆建设已全面启动。

28 武汉新港空港综保区正式
封关运行
8月9日，武汉新港空港综合保税区正式
封关运行，实现阳逻港、中欧（武汉）班列、天
河机场三大国际物流通道的互联互通。 武汉
新港空港综合保税区是目前我省建设速度
最快、起点最高的综保区，将建成湖北武汉
对外开放重要高地，预计今年年内实现进出

口总额4亿美元以上。 32家企业成为首批入
园企业。

29 全国首创成立科技成果转
化局
8月14日， 武汉在全国首创成立科技成
果转化局，推进实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对
接工程”， 探索在汉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
果转化新体制新机制，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
“最后一公里”。 科技成果转化局实行“虚拟
机构、实体运行”，力争5年内在汉高校院所
八成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武汉还成立了院士
专家顾问团，首批12位院士坐镇，组团服务
武汉市科技成果转化。 截至11月7日，我市共
举办四批科技成果转化签约大会，164个项
目现场签约。

30“汉马”入选中国最高等级

多居住保障。 截至10月底，在汉落户的大学
毕业生达78761人，是去年同期5.4倍，是去年
全年4.4倍。

35 戴家湖公园获中国人居环
境奖
10月27日，国家住建部公布2017年中国
人居环境奖获奖名单，武汉市戴家湖公园园
林绿化与生态修复项目获中国人居环境范
例奖，继武汉园博园后第二次获此殊荣。 占
地760亩的戴家湖公园由湖变山， 又由山变
湖，再变为垃圾堆，最后蝶变为公园，是武汉
市首个生态修复而成的公园，堪称生态回归
和城市历史的样本。

36 中欧武汉班列运输实载率
全国第一

8月23日，武汉马拉松与北京马拉松、广
州马拉松、重庆马拉松一起入选中国马拉松
大满贯第一赛季的成员赛事单位。 中国马拉
松大满贯是由中国田径协会创建并主办的
中国最高等级马拉松系列赛事，旨在为中国
马拉松树立顶级办赛标准。“汉马”连续两届
零差评。

10月28日，中欧班列开通武汉至法国杜
尔日直达专列，这是国内中欧班列首趟由零
售企业定制的专列。 至此，武汉已开通至德
国、法国、俄罗斯及中亚五国等16条中欧班
列线路，辐射欧洲、中亚、西亚等地区的28个
国家，在全国开行中欧班列的33个城市中位
居前列。 截至11月3日，中欧武汉班列往返发
运量达到295列，累计运载2.7万标箱，运输实
载率达98.77%，居全国第一。

31 T3航站楼启用

37 武汉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马拉松系列赛

8月31日， 华中地区最大航站楼——
—武
汉天河机场T3航站楼综合体正式投入使用。
T3航站楼综合体面积49.5万平方米， 是T1、
T2航站楼总面积的3倍， 设计吞吐能力全年
3500万人次，也是全国交通换乘一体化程度
最高的枢纽之一。

32 武汉“九桥一隧一路”取消
ETC收费
9月12日，市委市政府决定，自2018年1
月1日零时起停止征收我市“九桥一隧一路”
ETC车辆通行费。 这一利国、利民、利城之
事，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落实，
将减轻武汉市民和企业负担，有利于促进三
镇深度融合、一体发展。

33 武汉再夺全国综治最高奖
“长安杯”
9月19日， 武汉继2013年后再度被授予
全国综治最高奖“长安杯”，同时荣获2013年
度—2016年度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
城市称号，武汉“红色引擎工程”“支部建在
网格上”“万名警察进社区”等经验做法被推
介。“长安杯”4年评比一次，4年来，武汉不断
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确保了社会大局持续稳
定、人民群众安全感稳步提升。

34 大学生落户住房收入三大
新政策打造“大学生最友好城
市”
10月11日，我市正式发布留汉大学生毕
业落户、住房、收入三大新政策，在全国率先
实行大学生落户“零门槛”，率先让大学生能
以低于市场价20%买到安居房、 以低于市场
价20%租到房， 率先出台大学毕业生指导性
最低年薪标准， 让留汉大学毕业生能就业、
易创业、快落户、好安居，打造“大学生最友
好城市”，确保5年留下100万大学生。 今年以
来，我市先后推出两批共6816套大学毕业生
租赁房； 同时， 年内将规划建设面积超过
1000亩的长江青年城，为大学生留汉提供更

创意城市网络
“
设计之都”称号
11月1日， 武汉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 此前，柏林、
蒙特利尔、首尔、神户、上海、北京等世界知
名城市曾入选。 武汉以“老城新生”为申报主
题，将创意设计作为城市发展驱动力，让老
城不断焕发新活力。 目前，武汉在桥梁工程、
高速铁路等领域的创新设计能力处于世界
领先水平。

38 首架武汉造飞机下线

整

机制造实现“零突破”
11月2日， 首架武汉造通用航空飞机卓
尔领航者SL600正式下线， 标志着我市在飞
机整机制造领域实现零的突破，并拉开武汉
航空制造这一新兴产业的发展序幕。 该机型
最高航速每小时265公里， 航程可达1600公
里，最高飞行高度为4000米，起降距离为100
米至200米，主要用于飞行培训、休闲娱乐飞
行、短途旅行、观光旅游等。

39 世界飞行者大会永久落户
武汉
11月4日至7日，首届国际航联世界飞行
者大会在武汉举行，吸引来自全球4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千余名运动员参加，各类航空器
和飞行器共计1000多架，赛期观众累计近50
万人。 世界飞行者大会是集体育竞赛、飞行
表演、高峰论坛、国际会议、经贸活动等内容
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航空运动盛会，会址将
永久落户武汉，成为武汉又一城市节日和名
片。

40 水上马拉松成武汉特色体
育赛事新亮点
11月5日， 武汉市首届水上马拉松比赛
在东湖举行，吸引来自13个国家的1100余名
运动员和爱好者。 比赛分为专业竞技游和健
康游两部分，竞技水平国内顶尖，意大利和
中国选手分获男女组冠军。“水马”、“汉马”、
“天马”、赛马，武汉特色体育赛事“四 马奔
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