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衡阳，
深厚历史令人铭记

【天下雁城 】雁城衡阳，因雁而得
名。 衡阳三江交汇，山水秀美，气候宜
人，自古为大雁越冬首选地之一。 张衡
在《西京赋》云：“季秋就温，南翔衡阳”，
第一次把雁与衡阳并称。 此后，王勃的
“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杜甫的“万
里衡阳雁，今年又北归”，范仲淹的“塞
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等诗
词，让雁城衡阳的雅称不胫而走。

悠悠两千余年的光阴浩瀚， 沉淀
了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雁文化”，汇
聚了负重奋进、矢志不渝的“雁精神”，
催生了开拓创新、 一往无前的 “雁力
量”。 雁城，正壮志千里，展翅翱翔。

【历史文化名城】远古时期，这已
是人类较早居住的地方之一； 先秦时
代，这里即为扬越楚地；西汉初年，衡
阳开始设县建郡；隋唐以下，蒸湘早已
遍地繁华。

古代四大发明，衡阳有其一，蔡伦
造纸改变了人类文明传播的方式；古
代四大书院，衡阳有其一，石鼓书院比
长沙岳麓书院还要早 100 多年； 世界
两大唯物主义哲学大家，衡阳有其一，
王船山与黑格尔被并称为人类思想夜
空的“双子星座”；共和国十大元帅，衡
阳有其一， 罗荣桓是衡阳众多革命先
贤的代表。 影响世界发展进程的百位
名人，衡阳就占据了两席：蔡伦和王船
山。 还有欧阳询、夏明翰、唐群英、琼
瑶、洛夫等一个个闪亮的名字，都从衡
阳走出，影响着中国与世界。

【抗战纪念城】1944 年的衡阳保卫
战曾震惊世界， 孤军守城 48 昼夜，全
城被轰炸剩下三间半房子， 为中华民
族反侵略战争史写下了最悲壮的一
页。 衡阳由此被命名为“抗战纪念城”。
至今， 城区的岳屏山顶还留有蒋中正
题写的“衡阳抗战纪念城”碑。 南岳衡
山下的忠烈祠， 是大陆唯一修建于抗
战时期纪念抗战烈士的大型陵园。 毛
泽东在 1944 年 8 月 12 日《解放日报》
发表的社论中指出，“坚守衡阳的守军
是英勇的”。

【革命摇篮】在这座红色的城市，
湖南农民考察运动、秋收起义、湘南暴
动、水口山工人运动、衡宝战役等重大
革命事件风起云涌； 毛泽东曾四次亲
临这里指挥革命运动， 创立了湘南第
一个党组织。 从这里，走出了“砍头不
要紧， 只要主义真” 的热血汉子夏明
翰，“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
谁”的罗荣桓，女权运动创始人的“一
代女魂”唐群英，中国同盟会会员中为
革命捐躯第一人的刘道一， 还有井冈
山朱毛红军三骁将之一的伍中豪，朱
总司令夫人伍若兰， 伴衡山青松长眠
的毛泽东堂妹毛泽建……在井冈山牺
牲的红军战士中， 衡阳籍约占到四分
之一。

【湘南重镇】1942 年 1 月 1 日，衡
阳建市， 与长沙同时成为湖南两个省
辖市之一。 现辖 5 县 2 市 5 区，总人口
731 万人，城区建成区面积 128 平方公
里，人口近 130 万，是湖南省第二大城
市。

古往今来， 衡阳居 “南北要冲”、
“两广咽喉”，俱为湘南重镇、湘中南区
域性中心城市、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
抗战后期，曾为国统区第四大城市。 新
中国成立后， 曾为全国有名的鱼米之
乡和老工业基地城市之一。 上世纪 80
年代初， 企业数量曾接近全省的四分
之一。

【生态福地】
衡阳既有八百里湘江， 又有八百

里衡山，山水秀美，生态优质。 城区三
江交汇，河道纵横，是全国少有的山水
洲城集于一身的城市之一。 南岳衡山、
天堂山、岐山、岣嵝峰、四明山、蔡伦竹
海等著名风景区点缀其间，石鼓书院、
回雁峰、湘南学联旧址、湘水明珠主题
文化公园等人文密若星辰。

特别是中华五岳之一的南岳，终
年翠绿，奇花异草，四时飘香，有“南岳
独秀”之说。 祝融峰之高、藏经殿之秀、
水帘洞之奇、方广寺之深堪称“衡山四
绝”；春观花、夏看云、秋望日、冬赏雪

为“衡山四时佳景”。 南岳衡山还是道
教洞天福地(有道教三十六洞天之第三
洞天———朱陵洞天， 道教七十二福地
之青玉坛福地、光天坛福地、洞灵源福
地)，是神仙居住游憩地之一。佛、道、儒
共融一山，独此南岳。 建于唐代的南岳
大庙，是我省最大的一座古建筑。 风光
秀美、 人缘和美的雁城衡阳、 南岳衡
山，以“心愿之旅”打动着天下来客。

今日衡阳，
发展激情正在勃发

【天生搞工业的地方】作为全国有
名的“老工业基地”，与时俱进的发展
步履正引领衡阳强力推进新型工业
化，潜藏已久的工业力量正喷薄而出，
以“倍增”姿态全面改写昔日“工业不
大不强”的历史。 数据显示，衡阳规模
工业总产值由 2005 年的 408.4 亿元到
2010 年的 1850 亿元，增长 3.5 倍，工业
对经济的贡献率上升到 57.6%。三次产
业结构已调整为 18.6：45.5：35.9， 二产
业主导作用明显增强， 标志着衡阳已
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加速发展阶段。

近年来， 诸多进驻衡阳的战略合
作者莫不赞叹———“衡阳是天生搞工
业的地方”！ 不仅资源禀赋得天独厚、
交通区位优势明显， 而且政策环境宽
松诱人，全民创业意识浓厚。 更重要的
是，通过抢抓沿海产业转移契机，衡阳
大力引进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 已阔步走出一条科
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
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被国
家工信部授予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

范基地。 全市已初步形成超大型输变
电成套设备研发和制造业、 管材生产
加工业、汽车及配件加工制造业、有色
金属冶炼加工业、 盐化工和精细化工
业、能源工业、生物制药和新药材研发
制造业等八大支柱产业， 显示出强大
的承接潜力。

借助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
衡阳市开展 “四个百亿” 工业倍增行
动：实施“四个百亿”工程，即培育壮大
3 个百亿以上的园区，5 个百亿以上基
地，3 个百亿以上企业； 着力培育一批
年产值过 50 亿、30 亿的骨干企业。 到
2012 年底， 全市将实现工业总量、效
益、投资分别在 2009 年底的基础上翻
番。

【1189 立体交通网 】衡阳通过近
年来的努力，正在打造成为全国 45 个
交通枢纽城市之一， 进一步突显了独
特的交通区位优势。 从衡阳出发，1 小
时可到长沙 ，1 个半小时可到桂林 ，2
小时可到广州、武汉。

乘势而上， 衡阳正在形成和加快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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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广高速、京广、湘桂、衡茶吉等 9 条铁
路，水陆空俱全、立体式覆盖、四通八
达的“1189”交通网正为新衡阳的加快
发展助力。 衡阳即将成为全国为数不
多的同时拥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黄

金水道和民航机场的城市。
【文化强市文化富民】近年来 ，衡

阳以打造区域性文化中心为目标，推
进文化强市、文化塑城、文化惠民、文
化富民，修缮了石鼓书院，开办了“石
鼓书院大讲坛”，打造了十里湘江文化
走廊，兴修了湘水明珠文化公园、市体
育中心、文化馆、博物馆、广电中心，修
葺了南岳第一峰、湘南学联旧址、中国
抗战纪念城、陆家新屋，建设了明清文
化一条街，推出了岳北山歌、湘剧、祁
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让这座历史文
化名城放射更加夺目的光彩。

当前， 衡阳正致力打造一批标志
性的文化工程， 规划建设酃湖主题文
化公园、石鼓主题文化公园、船山书院
主题文化公园、回雁峰主题文化公园，
将形成一批支柱性的文化产业， 加大
引进文化战略投资者， 创造一批有大
影响的文艺作品。

【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2010 年 8 月，衡阳作为我省唯一代表，
跻身全国首批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
市。 他们将生产性服务业、 现代物流
业、现代金融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
旅游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中
之重，进行科学规划，建设现代服务业
园区， 打造了白沙洲物流园， 开通了
“五定班列”和“铁海联运”，通江达海
十分便捷。 2010 年，全市实现服务业税
收 38.56 亿元， 比上年增长 32.4 %;服
务业税收占全部税收“半壁江山”。

【幸福送到家门口】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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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支出分别为

27.97 亿 元 、40.98 亿 元 、58.02 亿 元 、
74.59 亿元、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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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委、市政
府将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体面、更
加幸福、更有尊严视为自身责任，致力
于把幸福送到老百姓家门口。

近几年， 衡阳每年集中力量办一
至两件民生实事，从 2008 年的背街小
巷改造到 2009 年的四场一厕建设，从
2010 年的公共服务进社区到 2011 年
的万套保障房建设， 年年兑现的民生
承诺换回了取信于民、 鱼水情深。 目
前 ，衡阳市公共广场 、绿化 、公交 、供
水、亮化、防洪、抗洪、垃圾污水处理等
城市配套设施日益完善，社保、就业、
上学、就医、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不断
健全。 “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东
西南北畅通工程、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三江六岸”美化工程，千家万户民心
工程正在大力推进， 以商业步行街为
主的商业标志性工程， 以湖湘文化为
主的文化标志性工程， 以生态为主的
生态标志性工程等三大标志性工程正
在建设中， 诗意般和谐的人居环境让
老百姓的幸福感更加充实。

【衡阳云谷】2008 年，衡阳入选“全
国信息化城市 50 强”，2010 年，衡阳再
次成为我省唯一连续获此殊荣的城
市。

衡阳市充分利用承接产业转移和

发展示范性产业的政策， 成立了信息
产业发展园区， 成功引进了光伏产业
发展链，填补了同类空白。 5 年来，“数
字衡阳”建设稳步推进，信息网络建设
跨越发展。 全市通信光缆线路长度达
15 万芯公里；固定电话用户 150 万户；
移动电话用户 270 万户； 互联网用户
总数达 37 万户；市城区数字电视用户
数 23 万户。 随着以富士康、中兴通讯、
欧姆龙为龙头的“云谷”基地的逐渐形
成，衡阳信息化正加速推进。 2010 年，
衡阳获批成为湖南省级城市试点与长
株潭地区同步实施三网融合。 衡阳有
线网络作为湖南有线网络的骨干网
络，已经开展高清电视、交互电视、地
面数字电视、CMMB 等数字电视增值
业务，并试验开展互联网接入、互联网
数据传送等电信增值业务。 截至 2011
年 12 月底，已全面完成衡阳的数字电
视平台、城域网骨干通信平台、业务管
理控制平台、客户服务平台和 22 万户
有线用户的双向宽带改造及建设。

明天衡阳，
幸福美好定可期许

【成为增长极再造新衡阳】衡阳将
围绕“争当排头兵，成为增长极，再造
新衡阳”这一奋斗目标，着力推进“四
化两型”，着力加快发展促进和谐。 未
来 5 年是希望满溢的 5 年！ 衡阳市委、
市政府对未来蓝图进行了 “写真”：综
合实力进位争先，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财政总收入增速要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 人均主要经济指标要达到或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 综合实力要居全省前
列。

【突出发展与民生两个关键词】
近年来， 衡阳人民坚持抓发展就要抓
项目、 抓科学发展就是要抓大项目好
项目的理念，不断解放思想，加快科学
转型， 努力将这座老工业城市打造成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湖南先进制造业
基地、 具有鲜明特色的湘南重镇和衡
阳人民引以自豪的现代宜居城市。 先
后获得了全国双拥模范城、 国家服务
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中国现代服务
业最佳投资城市、 国家级加工贸易梯
度转移重点承接地、 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中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全国信息化
城市 50 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
基地等荣誉称号。

未来 5 年，衡阳市坚持发展为上，
民生为重。 将不断完善保障和改善民
生的长效机制， 大力实施城乡居民收
入倍增计划，到 2015 年城乡居民收入
在 2010 年基础上将翻一番，让人民群
众生活得更加体面、更加幸福、更有尊
严。

【打造区域性中心】衡阳是华南北
部地区（湘中南、赣南、粤北、桂北）数
一数二的“大城”，近年来随着经济社
会的加快发展，中心地位已呼之欲出。
打造“区域性中心”将成为未来 5 年衡
阳发力的重点。 结合衡阳产业基础条
件， 市委、 市政府已决策要举全市之
力，将衡阳建成区域性装备制造中心、
交通枢纽中心、科教文化中心、商贸物
流中心、 现代金融中心、 信息服务中
心、医疗卫生中心、旅游休闲中心。 以
“中心 ”辐射周边 、拉动发展 、加快升
级。 届时，雁城衡阳将成为更绿、更美、
更强、更富、更适宜人居的现代化区域
中心城市，不仅实现自身的跨越发展，
而且将与周边城市群协同发展， 在广
泛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担当连接
和传送的重要作用。

【以扩大开放为首选战略】从衡阳
的发展实际看， 扩大开放必然是富民
强市的首选战略。 “十一五”以来衡阳
共引进外资项目 527 个， 到位外资 20
亿美元；引进内资项目 3000 个 ，到位
内资 800 亿元。 特别是成功引进了台
湾富士康、日本欧姆龙、深圳中兴通讯
等 13 家世界五百强和中钢、 中核、中
粮、中建材、中国五矿等 16 家大型央
企，改写了工业不大不强的历史。 与此
同时，“走出去”战略成效初显，衡阳已
经同 115 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经贸往
来，实现进出口总额 50 亿美元，是“十
五 ” 期 间 的 2.3 倍 ，5 年 年 均 增 长

18.5%。 引进外来资本形成的固定资产
投 资 占 全 市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总 额 的
18.3%，创造财政税收占全市财税总额
的 18.8%，新增城镇就业人数占全市就
业总人数的 18.1%。 放眼“十二五”，衡
阳将实际利用外资 40 亿美元，利用市
外境内资金 1000 亿元，实现外贸进出
口总额 200 亿美元， 外贸依存度达到
15%以上。

【突破农村重点难点】衡阳市委、
市政府认为，实现省党代会提出的“两
个加快”、“两个率先”，重点在农村，难

点也在农村。 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
全省的小康。 推动农村小康社会建设，
重点要抓好“三个改善”、实现“三个提
高”，即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
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
高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真正实现村民富、
村庄美、村风好。 乡镇干部要做到“三
个带领”： 带领群众勤劳致富奔小康，
带领干部深入基层搞服务， 带领党员
创先争优当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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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水悠悠绕衡州。

岳屏公园绿意葱茏。

富士康落户衡阳。

石碑记录衡阳保卫战的“悲壮一战”。

千年石鼓湘水唱晚。

世界 500 强欧姆龙抢滩衡阳。

华新立交桥流光溢彩。 千吨级码头让巨轮通江达海。美丽的西湖公园白莲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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