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秋时节，穿行在西洞庭管理区
宽阔的迎丰大道，映入眼帘的是一幅
幅热气腾腾的画卷：一处处崭新的厂
房拔地而起，一条条宽敞的道路四向
散开 ， 一座座漂亮的楼盘建设正酣
……以 30 平方公里的中心城镇为依
托，管理区正展现出“洞庭明珠，活力
新城”的熠熠风采。

这种风采，源自西洞庭管理区近
年来抢抓机遇，打造百亿工业园区带
来的巨大变化 ；这种风采 ，源自工农
结合，走现代农业产业化之路结出的
累累硕果。 今年 1 月至 10 月，全区累
计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9.5 亿元、 固定
资产投资 8.1 亿元、 财政一般预算收
入 7558 万元、 入库国地两税 8620 万
元 ， 同比分别增长 29.8 % 、51.8% 、
143%、115%。 预计全年可完成工业总
产值 20 亿元， 实现财税总收入 1.25
亿元。 这种惊人的发展速度，无不抖
露出现代西洞庭的强劲实力。

涅槃：
“十一五”时期的“张力”

西 洞 庭 管 理 区 前 身 系 创 建 于
1955 年的国营农场，2000 年改为县级
管理区。 创建 50 多年来，全区干群在
一块废湖荒洲上兴农业、 办事业，把
昔日淤泥没膝的芦苇荡建成了如今
田园棋盘格局 、 农业产业化特色鲜
明、工业基础较好、城镇初具规模、社
会事业全面发展的开放新区。

在计划经济年代，西洞庭曾以全
民所有制的体制优势，走农、工、商一
体化经营之路，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
速发展， 先后荣获全国红旗农场、全
国农垦先进单位、全国农业企业科技
投入百强第 6 名等殊荣。 上世纪 90
年代末，伴随市场经济的浪潮 ，西洞
庭经历了数次 “阵痛”， 角色开始重
塑。 进入“十一五”时期，西洞庭紧扣
“产业出特色、发展上水平 ”的目标 ，
坚持规划与建设并重，项目引进与企
业扩张并举 ， 强化投入改善基础设
施， 致力项目引进扩大经济总量，取
得了立竿见影的喜人成效。

“靠稳扎稳打，自身积累，滚雪球
似的发展，稳是稳了，但太慢。 时不我
待，我们需要跨越式发展！ ”面对笔者，
管理区党委书记王昌元言辞恳切。 他
向笔者介绍：“十一五”期间，通过对上
争取项目、社会融资和盘活资金运作，
全区累计投入近 3 亿元用于道路、市
政、公共服务、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累

计新建和拓宽改造城镇主街道 15 公
里，形成了城镇“三纵五横”的环形格
局，拉开了城区 12.5 平方公里的骨架；
先后引进 6 家房产企业新建高标准商
品房 15 万多平方米；累计新建通乡通
村公路 40 多条 100 多公里，实现了通
村公路的全面硬化； 先后实施了多期
农业综合开发，平整土地 7000 多亩，新
建了 2 座自来水厂，农村安全饮水问题
得到基本解决； 调动群众按规划新建
高标准楼房 700 多栋， 市级示范性中
学、县级甲等医院、二级客运站、四星级
宾馆、 高标准群众休闲广场和影剧院
等一批生活服务配套设施得到完善。

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管理区以
农兴工 、以工促农 ，辐射带动周边乡
镇 50 多万亩耕地大力实施产业化经
营，初步形成了粮油棉、糖酒饮料、果
蔬罐头 、肉类水产 、食品包装等农副
产品加工业，汇美食品、广益粮油、天
泽农业等 10 多家省、 市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逐步发展壮大。 由于产业化
经营特色鲜明，自 2010 年以来，西洞
庭管理区每年承办了省农业集团举
办的为期 2 个月的外国农业专家培
训班 2 期，先后吸引了来自 69 个国家
和地区的 230 多名学者来西洞庭培训
学习。

为确保产业化经营稳步推进，每
到管理区两大经济作物———甘蔗和朝
鲜蓟生产关键季节， 王昌元书记总是
一把锄头、一双套鞋，带领管理区和各
办事处（镇）干部深入农村，深入农户，
深入农田，为农民生产提供服务。在这
位“班长”的带领下，西洞庭的党政班
子成员团结合作、开拓进取，节假日加
班是常事， 深入田间地头和企业一线
现场办公是常态， 他们也因此被常德
市委、市政府誉为特别团结、特别能干
实事的党委班子。

正 是 有 了
这 样 优 秀 的 班
集体，“十一五”期间 ，西洞庭管理区
经济发展持续增速。 5 年内，地区生产
总值 、工业总产值 、财税总收入三项
指标年均增长均在 35%以上， 农民人
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
是 2005 年的 1.7 倍和 1.9 倍。同时，经
济结构更趋合理：一、二、三产业比重
由“十五”期间的 42.9﹕32.1﹕25 调整为
36.7﹕41.7﹕21.6， 二产业比重提高了
9.6 个百分点。 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区
域经济增长模式正逐渐形成，全区规
模以上企业达到 26 家， 较 2005 年新
增 15 家。

“钱”途无量的发展前景，吸引投
资者纷至沓来。 目前，来管理区开发
居民住房建设项目的就有 6 家房产
公司。 该区每年拍卖土地所得数千万
元， 并且土地价格越拍越高，2011 年
拍卖的一宗土地收入达到了 1.36 亿
元。

区管委会主任谭徽立向我们介
绍：“引得进，留得住，企业能发展，老
板能发财 ， 是西洞庭项目建设的保
障。 ”这也是西洞庭持续实现跨越发
展的一条宝贵经验。

定格：
食品工业园的“拉力”

人们不会忘记，2004 年， 西洞庭
管理区党委书记王昌元上任时在第
一次全区干部大会上这样说道 ：“西
洞庭可以做小，就像一些发展乏力的
国有农场一样，压减机构，分流人员，
最终成为乡镇的架构；西洞庭也可以
做大，就是尽可能地发挥土地资源优
势、工业基础优势 ，把城镇进一步做
大，把工业进一步做强 ，不断增强发
展后劲。 ”

先谋而后动。 西洞庭管理区总面
积 110 平方公里 ， 土地性质均为国
有，已形成甘蔗、朝鲜蓟 、柑橘 、粮油
棉等农业支柱产业。然而进入新世纪
后，西洞庭农业发展遭遇了 “增产不
增收”的窘境。 为开辟新的经济增长
点 ， 改变区内农副产品生产附加值
低、农民增收难的现状 ，区党委一班
人抢抓中央产业政策调整的重大机
遇，结合自身优势 ，提出了以现有粮
油、罐头、制糖、造纸 、生猪加工等农
产品加工产业为基础，围绕农副产品
深加工建立食品加工园，发展食品精
深加工产业的构想。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通过
管理区的积极争取 ，省 、市各级部门
的反复论证，2009 年，常德市决定在
西洞庭建设市本级食品工业园，这为
西洞庭加快经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
逢的机遇。 去年 6 月 30 日，市委书记
卿渐伟在西洞庭召开食品工业园建
设现场办公会， 研究解决园区规模、
发展定位 、政策扶持 、资金保障等方
面的具体问题 ， 下发了三个专题文
件，正式拉开了西洞庭食品工业园规
划建设的序幕。

“建设常德市食品工业园 ，就是
给我们做大西洞庭的机会。 ”王昌元
带领区党委一班人牢牢把握住了这
次契机。 随后，聘请省级专业规划机
构编制完成了园区总体规划，规划面
积 33 平方公里， 其中近期规划 16.4
平方公里，明确了“一环、两区、三带”
的空间布局和 “四纵七横 ”的主干路
网体系，2020 年前开发完成。

“一定要高水平建设西洞庭食品
工业园！ ”这是前来园区调研的省、市
领导达成的共识。 于是，心往一块想，
智往一起聚 ，力往一处使 ，常德市上
下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局面。 市政府专
门成立了开发建设协调领导小组，从
市里抽调人员组成工作小组进驻西
洞庭开展工作；自 2009 年至 2015 年，
常德市财政每年安排 2500 万元专项

资金用于园区基
础设施建设 ；市
长陈文浩在专题会议上还特别提出
对西洞庭实行 “重大项目一事一议”
制度，比照全市给予奖励。 2011 年，市
委、市政府又出台了 《关于加快西洞
庭食品工业园发展的意见》， 在政策
扶持、项目安排 、资金投入等方面给
予重点倾斜。 通过市委、市政府的大
力支持 ， 管理区结束了没有县级银
行、县级地税局 、消防大队等服务机
构的历史。

与此同时，西洞庭围绕打造现代
工业园区启动了一批基础设施项目，
特别是园区交通和主干道路建设取
得实质性发展 。 为争取岳常高速穿
境， 管理区党委管委一班人与省、市
领导多次沟通， 递交可行性方案，努
力终于换来回报。 现在，岳常高速公
路横穿园区 7 公里与省道 S205 在境
内纵横交汇并设有互通口。 三年内全
线通车后到常德城区仅需 20 分钟车
程，为该区融入“半小时经济圈”创造
了条件。 正是凭着这股执着实干的劲
头，全区上下拧成一股绳 ，抢抓机遇
创事业。 近几年，通过强
化市场运作和本级筹措，
管理区累计投入 2 亿多
元用于道路管网、对外交
通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新建园区主干道路近 20
公里 ， 初步拉开了园区
“三纵五横”发展框架。

以园区建设为契机，
西洞庭认真实施项目带
动战略，用优质的服务吸
引客商前来投资。 根据投

资额度 ， 客商可享受不同的税费优
惠。 立项环评、工商注册、用地规划、
土地征用等各项行政审批手续，管理
区安排专人全程跟踪服务。 自工业园
成立以来，累计招商引进各类项目 23
个，合同投资总额 25.7 亿元。

走进汇美罐头食品有限公司，工
人们正在流水线上熟练地为产品封
装。 加工车间尽头，交售朝鲜蓟的车
辆排成了长龙 。 公司负责人告诉笔
者，选择来西洞庭发展主要是看好这
里的发展环境。 2010 年，信心百倍的
汇美公司又与香港老板合作投资 1
亿元新上 100 万头生猪深加工项目，
并于次年 8 月竣工投产。

目前，进驻园区的工业企业达到
54 家。 其中，规模以上食品加工企业
26 家，食品工业特色突出。 特别是今
年签约引进雨润集团投资 12 亿元建
设年加工 200 万头生猪、3000 万羽肉
鸡和 3 万吨肉制品精深加工项目，现
正在紧张施工，投产后可年创销售收
入 45 亿元，实现财税收入 1.85
亿元，提供就业岗位 3500 个。

2010 年， 西洞庭完成工业
总产值 12.7 亿元，较上
年增长 65.8%。 其中，食
品工业园实现工业产值
超 10 亿元，占管理区工
业总产值的 80%以上。
事实证明，食品工业园
已成为西洞庭经济发展

的核心动力， 成为常德新的经济增长
极。

未来 5 年，园区计划每年安排基础
建设投入 2 亿元以上， 全面配套完成
水、电、路、气等设施，坚持做大现有企
业与引进战略投资者相结合 ， 力争
2015 年规上企业达 50 家以上，产值过
亿的产业 20 家以上，创立一批全国、省
级著名品牌，年创工业产值过百亿，实
现财税总收入突破 3 亿元。 不久的将
来，一座布局合理、规模宏大的食品工
业园将成为常德经济版图中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

富民：
百姓幸福感的“助力”

方圆 30 公里、10 多个乡镇、40 多
万人口的民主阳城垸内，没有一座中心
城镇。 依托这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西
洞庭人正描绘着这样的蓝图：围绕食品
工业园建设，打造民主阳城垸的产业经

济中心、教育文化中心、医疗
救护中心、 休闲购物中心和
交通物流中心。

“我们虽然是管理区，
但在做大企业、做大城镇上
要向县城看齐。 ”王昌元介
绍， 西洞庭目前有 8000 多
名产业工人，其中 70%左右
都来自周边乡镇。企业所需
原材料也辐射到周边，比如
广益粮油，一年产值 3 亿多
元，鼎城区、安乡县、汉寿县
和津市市的部分乡镇都是
它的原材料基地。最有说服

力的是，西洞庭请来专家开班培训农
民种植朝鲜蓟时，周边 4 个区县的许
多农民都在培训之列。

西洞庭一中在校生有 4000 多人，
连续 5 年高考本科上线在 600 人左
右，教育水平有目共睹。 但西洞庭本地
人口只有 6 万多人，60%的学生都来自
邻近区县乡镇。 在民主阳城垸，西洞庭
1.4 万平方米的文化广场可以说是声
名远播，每天晚上 7 点到 9 点，巨型电
视墙放出优美的舞曲， 上千人在舞池
中翩翩起舞，成为一道绝美的风景。 每
逢大型节日， 管理区组织的文艺汇演
活动和球类运动更是吸引了全区和邻
近区县乡镇群众的广泛参与， 既有知
名专业人员登台献艺也有本地文艺爱
好者踊跃参加， 普通群众在家门口就
可享受高水平文艺表演带来的快乐，
实际上， 西洞庭已经具备了成为区域

性教育文化中心
的条件。

此外 ， 已经拥有的二级甲等医
院、商业步行街 、星级宾馆和正在建
设的岳常高速公路、省道 S205、物流
中心，让西洞庭有望成为周边群众就
医、购物、休闲和出行的首选。

“我们西洞庭很小 ，但发展不能只
看到本身，而要放到周边乃至全市范
围内定位。 ”谈到定位问题，谭徽立主
任表示 ，西洞庭将继续坚持 “大西洞
庭”理念 ，加速城乡统筹发展和城镇
扩容提质，让西洞庭成为常德城周边
闪耀的“卫星城”之一。

今年，管理区又加大了公共设施
建设力度。投资 2000 万元的二级客运
站、投入 800 多万元的第二自来水厂、
投入 1500 多万元的合格学校及示范
性高中等建设正酣；6 家房产企业积
极参与城镇改造，累计投入 2 亿多元
开发商住楼和商业门面 10 多万平方
米； 占地 1.4 万平方米的文化广场已
正式投入使用；投资 1500 万元的演艺
中心即将竣工……

值得一提的是，西洞庭管理区敬
老院是“三院（敬老院 、福利院 、光荣
院）合一”的社会福利中心，占地面积
近 20 亩。 2010 年，管理区投入 200 多
万元修建了综合服务大楼、 门卫、廊
桥、凉亭 ，维修和改建了两幢平房和
道路，各类设施齐全，面貌焕然一新。

大气魄、大动作、大手笔，换来的是
一个神清气爽、现代繁荣的西洞庭。 老
人早起晨练，年轻人则赶着去园区企业
上班。 城里人每天重复着的场景，如今
已逐步发生在西洞庭百姓身上。在管委
会所在地周边，新楼盘一栋接一栋拔地
而起；在小区外的农贸市场，叫卖声一
浪高过一浪；在文化广场里，欢笑声一
阵接着一阵；步行街、卫生服务中心、公
共服务站……城里有的， 这里一应俱
全。 城镇扩容提质，百姓生活方式的改
变，让城乡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

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公共资
源配置、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上
进行探索，从百姓最关心最需要解决
的热点难点问题入手，当“民生”二字
化为建设者躬行的力量之源，西洞庭
营造出的是住有所居、 病有所医、学
有所教 、老有所养 、贫有所帮的和谐
氛围。

让 6.5 万西洞庭人共享经济发展
的成果！

于是，一项又一项惠民措施启动：
西洞庭管理区率先实施失地农民养老
保险、医疗保险等基本生活保障办法。
随着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
的稳步推进，全区养老、医疗、工伤、生
育、 失业等 5 项社保体系实现了无缝
覆盖，幼儿教育实现了全面公立，惠民
的阳光普照在每个百姓身上。

站在“十二五”的门槛上，管理区
党委书记王昌元谋划着未来的发展
方向：坚持“工业新城 、城市新区 ”的
发展理念，力争“十二五”期末把食品
工业园建设成为特色突出 、 环境友
好、资源节约的百亿园区 ，打造成为
常德市未来经济增长极、食品工业集
聚地、统筹城乡试验区。

有充裕的土地资源，有健全的管
理机构 ，有精干的服务团队 ，有综合
的承载能力，更有千载难逢的大好机
遇。 今日西洞庭，正携洞庭清新的湖
风，舒展着湿地曼妙的身姿 ，翩然走
向时代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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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市人民政府市长陈文浩、市政协主席刘春林、雨润集团
负责人、管理区党委书记王昌元出席雨润食品产业园奠基仪式。

西洞庭整洁、靓丽的商业步行街。

文体活动已成为西洞庭百姓的新时尚。

西洞庭管理区举办“红歌唱响西洞庭”活动，
党委书记王昌元带头上台引吭高歌。

风景如画的居民小区。

汇美罐头食品公司工人在生产
橘片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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