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数字看民生

在公共财政投入上，衡阳市财政近 5
年来用于社会民生支出累计达到 312.7
亿元 ， 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达
42.25%、45.99%、48.66%、49.68％、53.5%。

在居民收入上， 衡阳市千方百计让
城乡居民腰包鼓起来， 人民生活水平明
显提高， 居民银行存款为 “十五” 末的
2.14 倍。

在民生工程上，近三年来，在完成省
里交办的 8 类 32 项民生实事的基础上，
衡阳结合本市实际，从就业、安居、医疗、
就学等细微处着手， 每年办几件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实事，大力
实施“千家万户民心工程”、“东西南北畅
通工程”、“基础设施配套工程”、“三江六
岸美化工程”等民生工程，真正惠民、便
民、利民。

从项目看民生

2008 年，提出“背街小巷改造”民生

主题 ，61 条背街小巷改造一气呵成 ，30
万城市居民不再出行难。

2009 年，着力“四场一厕改造”民生
工程，即农贸市场、水果市场、停车场、夜
市场和公厕的综合改造。8 月奋战，1.3 亿
元投入，换来的是满城欢欣。

2010 年，开展“公共服务进社区”民
生活动。 投资 3.2 亿元打造老百姓“家门
口”的幸福工程，让卫生、文化、教育、体
育、 就业、 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长驻社
区， 一批社区公共服务阵地和平台得以
全面搭建。

2011 年，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全市
今年将建设近 4 万套保障性住房， 位列
全省前茅，为历年之最。 并且，创造性地
提出保障性住房 “出资共建”、“宜居指
数”等概念，既保质又增量的民生之举，
赢得了居民的一张张笑脸。

从文化上看民生

文化惠民，文化富民。
衡阳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

神文化需要， 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
来抓，推行了五大民生文化品牌。 其一，
“和风衡州” 群众文化艺术节。 湘剧、祁
剧、花鼓戏、衡山影子戏、祁东渔鼓、岳北
山歌等，都走上了群众文化舞台。 网友唱
红歌等特色活动也不断开展。 其二，“广
场旬旬演、社区周周乐”活动。 每月、每周
都好戏连台， 在城区各大广场和社区上
演。 其三，“石鼓书院大讲坛”。 邀请了余
秋雨、 于丹、 王世明等专家学者来衡讲
学，向公众开放，让千年石鼓书院的文脉
延绵。 其四，公共文化工程。 全市的博物
馆、 纪念馆、 爱教基地和公园均免费开
放。 建好了 85 个乡镇综合文化站，1000
多家农家书屋，3900 多个文化信息资源
共享点 ，99.6%的行政村通了广播电视 ，
开展“电影进社区、文明进家庭”活动，4
年放映公益电影 5.6 万多场。 其五，节日
文化活动。 每逢春节、元宵、中秋、国庆、
五一等各大节日， 衡阳都统筹全市的文
化活动，精心组织，让广大市民过了一个
又一个快乐的节日。

从机制看民生

在服务民生方面， 衡阳建立了一系
列的机制，创造了一系列的经验。

率先成立群众工作部。 衡阳成为全
国最先在地市、 县和基层层层建立群众
工作部的地方。 从已运行两年多的群众
工作部来看，重现了干群鱼水之情，也切
实解决了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推行“三有两评”工作法。 衡阳市创
造性地推出了“三有两评”群众工作法，
群众有干部联系卡———方便群众找干
部； 干部有民情日记———随时掌握社情
民意； 乡镇有民情台账———为民办实事
有据可查； 乡镇每月召开一次驻村工作
点评会———让工作落地； 群众每半年评
议一次驻村干部———让群众满意。 “三有
两评”让干部接“地气”、群众接“天线”，
不少乡镇干部拿起了单车、草帽、手电、
雨靴“四件宝”，进百家门、察百家情、解
百家忧，“秤砣式”干部、“狗不叫式”干部
明显增多。

倡导干部参加劳动，紧密联系群众。

为使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化、长效化、实效
化，衡阳下发了干部参加劳动八条规定，
制定了“1124”劳动制度，建立了 27 个劳
动基地，市、县机关干部参加劳动每年不
少于 10 天， 乡镇、 街道干部不少于 24
天。 市、县党校把劳动作为必修课，安排
三分之一的时间参加劳动、 三分之一的
时间学习理论、 三分之一的时间开展社
会调查。 同时把参加劳动纳入党风廉政
建设的重要内容，实行述职、述廉、述劳。
“劳动” 成为医治干部 “职业病”、“思想
病”、“机关病”的一剂良药。

实行阳光党务，推进党务公开。 衡阳
市作为中央党务公开试点市，围绕“公开
什么、怎样公开、谁来公开、向谁公开”先
行先试，努力探索党务公开“衡阳样本”，
确定了“三重一大”公开制度。 即重大决
策、重大项目、重要人事任免、大额资金
使用实行民主决策，公开透明。 还建立了
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 通过新闻发言人
及时向公众公布公开党委的重大决策、
重要事项以及群众关心的问题， 架起党
群关系连心桥。

幸福一定是融在生活之中的。
当你在绿荫环抱的清晨，打开阳光的窗；当你在繁华的城市，找到想见

的人；当你在寂静安然的江畔，摸着明清的砖；当你在热闹生机的园区，收获
成功的笑……

这是衡阳，一座建城 2213 年、建市 70 周年的城市，一个孕育四大发明、
拥有中华五岳的地方，一处三江交汇、大雁唱回的所在，一方既是老工业基
地、又是现代服务业最佳投资城市之一的热土，生活此际此间，该是一种什
么样的幸福呢？

幸福， 是一种生活

生活在厚重的文化里

千年石鼓，渔舟唱晚。
沿着韩愈、周敦颐、朱熹、张栻、王船

山等人的足迹， 追寻神农创耒、 大禹治
水、祝融取火、帝喾兴兵等的传说，在石
鼓书院、 船山书院的古槛外， 在湘军水
师、湘南学联的旧址前，这座城市的空气
有历史的味道和文化的气息。 四大发明
有其一（蔡伦造纸），四大书院有其一（石
鼓书院），中华五岳有其一（南岳衡山），
十大元帅有其一（罗荣桓），古代唯物主
义哲学家双子星座有其一（王船山）。 而

天空，大雁飞过，也带来无法挥去的团结
奋发果敢的文化精神。

生活在优美的生态中

寰中佳丽，秀冠江南。
衡阳山脉众多，水系丰富，八百里衡

山是天造的山水画，湘江、耒水、蒸水三
水穿城是地设的江南绣。2008 年以来，大
力开展的“十万乔木进雁城”、“水边路边
城边造林工程”等活动，更是让衡阳进入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生态城市、国家
卫生城市之列。 境内还有国家级森林公

园岣嵝峰、湖南十大生态景观江口鸟洲、
绿色石林奇观“中国印山”、中南面积最
大的竹海———蔡伦竹海，以及锡岩仙洞、
西江、九龙峡漂流等景观。

生活在便捷的交通上

瞬及武汉，时至广州。
作为湘中南地区中心城市， 全国 45

个公铁交通主枢纽城市之一，衡阳“扼两
广，锁荆吴”，为古往今来的“兵家必争之
地”和商贾云集之所。随着“1189”（1 个衡
阳云集机场，1 条湘江千吨级黄金水道，

京珠、衡枣、衡大、衡炎、衡邵、衡桂、潭衡
西、衡岳 8 条高速，京广、湘桂、衡茶吉等
9 条铁路） 立体交通格局的渐次成型，衡
阳目前公路里程已超过 1.76 万公里，高
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252 公里， 铁路通车
里程达 245 公里。

生活在创业的喜悦时

天姿禀赋，地利人和。
衡阳天生就是搞工业的地方， 是全

国 26 个老工业基地之一；也是现代服务
业发展的沃土， 是中国现代服务业最佳

投资城市和中国服务业改革试点城市之
一； 还是内地少有的云经济发展代表性
城市，“衡阳云谷”已汇聚了富士康、欧姆
龙、 中兴通讯等重要云团。 这里水量充
沛，三江四水并流交织；这里电能丰富，4
大电站保证需要；这里运力便捷，物流成
本通关效率很高； 这里人才集聚，700 多
万总人口、10 多所高校和职校培养的人
才人力应有尽有；这里资源厚实，煤、铁、
金、铅、锌、岩盐、高岭土、钠长石等储量
在中南地区名列前茅。 最近，衡阳被批准
为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城市， 兴业创
业的黄金机遇期已经来临。

幸福， 是一种民生
幸福落实在民生，也体现在民生。
当我们抬头看着林立的高楼，也一定心疼过成片的棚屋；当我们奔驰在宽

敞的大街，或许忘不了曾经拥堵破损的小巷；当我们沉醉于青春的豪情，可否想
到老去的保障……

推行民生接力，创造民生幸福，这是衡阳的承诺和行动。“为何雁回衡阳，因
为风的缘故”， 这是诗魔洛夫的吟咏；“我很羡慕住在这里的每一位衡阳人”，这
是文化大师余秋雨的表白；“背街不背，小巷不小”，这是牛角巷被改造后李繁荣
老人的感慨；“衡阳是个好地方，我已深深地爱上这块土地和这里的人民”，这是
郭台铭参观富士康职工公租房后对衡阳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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