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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爱平

城镇化不能是简单造城， 必须
有产业支撑。

灌溪镇近几年快速发展证明 ，
成熟并且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产业
落户到城镇 ，才能带来人才 、资金 、
技术、市场 ，从而集聚一批企业 ，形
成一片城镇，繁荣一方经济。

产业进入城镇， 又使得地方财
政得到改善， 城镇化建设具备了造
血功能， 进一步优化企业生存环境
和公共服务， 进一步改善民生。 毕
竟，“人” 才是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
因素，有了产业才有就业，人们只有
“乐业”才能“安居”。

而具备了自我 “造血 ”功能 ，城
镇化也将更有活力、更能持久。

本报记者 唐爱平

华灯初上时分，镇上中心广场开
始热闹起来， 人们在这里休闲漫步，
踏歌起舞；

镇上新建的超市、酒店、电器行
人来人往，生意红火……

几年前，还是一片萧条的常德市
鼎城区灌溪镇， 如今已是高楼林立，
车来车往，霓虹闪烁……

是什么力量， 让这个一度走向
“空心化”的小镇脱胎换骨，成为一座
充满活力的现代田园新城？

初夏时节， 记者走进灌溪镇，在
火星四溅的焊枪旁，在密布如林的铁
臂间，探寻其中的秘密。

中联落户，
“空心”小镇重现繁华
走进灌溪，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嵌

在褚红色大理石上的几个鎏金大字：
“中国吊车第一镇――灌溪”。

说起灌溪的发展史，鼎城区经济
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杨学平如
数家珍。 上世纪60年代，浦沅从上海
内迁至灌溪，吸纳大量当地百姓进入
浦沅工作，形成灌溪镇。然而，上世纪
90年代， 浦沅从灌溪搬迁至长沙，这
个一度繁华的小镇开始走向渐萧条，
曾于上世纪80年代开通的公交车也
停运了。 年轻人纷纷背起行囊，外出
打工谋生，“空心化”让这个昔日的小
镇难觅往日风采。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中联重科
收购浦元。

2003年，中联重科收购浦沅后，公
司旗下的汽车起重机板块在灌溪谋篇
布局,灌溪工业迎来了第二次腾飞。

如今， 中联重科灌溪工业园已是
全球最大单一塔式起重机生产基地，
也是全球塔机行业拥有最丰富产品型
号的制造基地。两年前，正是在这个小
镇研制出的一台塔机， 创造了
最大上回转水平臂自升式塔式
起重机的一项世界纪录， 中联
重科以此晋级世界塔机制造领
域的高端俱乐部。

在这个以塔机为主导产

品的工业园，塔机产量和市场规模多
年稳居国内同行业首位， 灌溪作为
“中国吊车第一镇”的地位牢不可撼。

龙头引领，
带动产业集聚发展
中联重科的落户，让灌溪镇工业

发展站到了一个新的制高点上。
杨学平掰着指头跟记者说，中联

重科落户， 至少给灌溪镇带来了3方
面效益：一是龙头带动，促进一批配
套企业迅速成长， 拉长了产业链条；
二是增加了收入，提高了当地的就业
率；三是带动了三产发展，提升了灌
溪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据介绍，2002年，灌溪镇只有10来
家从事机械加工的作坊式企业，从事生
产的工人不到40名。 中联重科收购浦
沅后，灌溪工业园充分发挥中联重科大
项目的带动作用，延伸产业链条。 园区
内的常德钢厂、窑顶橡胶厂、正隆气体
公司等企业，生产机械制造业所需的钢
材、管件、橡胶、气体等材料，而冶炼厂、
勃雅钢丸厂则利用机械制造业所产生
的废钢、废铁和边角料，新上了轧钢、冶
炼、钢丸制造等生产线。

如今，中联重科与它的配套产业
群，已成为这个新城镇最庞大和引人
注目的“居民”。 而重新具备了“造血”
功能的灌溪，也从沉睡中醒来，再次
活跃了起来。

依托中联重科和它的配套产业
群，灌溪工业园迅速腾飞。 据中联重
科建筑起重机械公司党委书记腾明
友介绍，2012年， 中联重科在灌溪镇
工业园创产值120亿元， 创造了全镇
78.1%的工业总产值和67.4%的税收，
带动了当地153家配套企业发展。

产业园区提供了就业机会，大量
当地居民经培训后成了产业工人。

“灌溪镇每户至少有一人在镇上企业
上班，”杨学平告诉记者，在灌溪，2/3

的企业员工均来自本地， 约有9500
名； 灌溪的常住人口也增加到2.1万
人， 其中的7000人是在灌溪工业园
入驻后新增的。

产业的发展，更吸引了大批本地
人才回流。 曾在全国多个城市打工的
余明新，几年前回到灌溪，结束了四
处漂泊的生活，如今一家人其乐融融
地生活在一起；除了算得上当地中上
水平的收入， 让他感到最幸福的是，
他可以见证儿子的成长，甚至可以经
常去参加儿子的家长会了。

产业反哺，
地方财政提升公共服务力

中联重科带来的就业机会、内生消
费能力和税收，为城镇化提供了内生动
力，增强了城镇的自身‘造血’功能。

“过去，灌溪没有工业，没有资金
来源，我们就算想搞城镇化、建设基
础设施也没有资金； 但现在不一样
了，工业发展了，税收增加了，政府就
有能力建设基础设施了。 ”鼎城区副
区长龙江月说。

据介绍，近几年，政府投资1.25
亿元修筑的城镇骨干路网，将已建成
的安置小区、产业工人公寓、三产服
务和产业配套连接起来。镇上还建起
了垃圾处理场，开辟出了两路公交线
路，现代化气息已越来越浓。

服务业也开始迅猛发展。 据介
绍，2006年以前， 无论是餐饮还是娱
乐，灌溪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到2012
年，常德市大部分餐饮公司都已在这

里开设了连锁店， 餐饮门店达50家；
中等以上的物流园区有10多家，每天
进出的物流货车大约有五六十台。
“灌溪镇的常住产业工人就有上万
人，以每人年消费最低1万元计算，整
个消费市场就有1亿元， 第三产业前
景可观。 ”杨学平说。

如今，灌溪工业园三产服务体系
日益完备，城镇化的内生需求，将面
积为12平方公里的灌溪工业园扩展
到48平方公里。

产业集聚还带动了土地流转。由
于灌溪周边的剩余劳动力或者是年
龄阶段的劳动力不断涌入到企业，家
里的田土要委托或者租赁给他人耕
种，土地流转和农业产业化便有了条
件。 目前，该镇土地流转率已上升至
30%。 灌溪已形成优质稻生产基地、
葡萄和蔬菜采摘基地等规模农业。

与此同时，规模生产对农业新技
术开发和推广提供了市场需求，吸引
来一批农业技术人员及各类专业技
术人员聚集，在加速第三产业及服务
内容升级的同时，也加快了农业产业
的现代化。

龙江月介绍，去年，鼎城区农民
人均纯收入约为6000元， 但通过工
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的灌溪镇，农民
人均纯收入已经突破1万元。他认为，
在农民转型为市民的过程中，经过现
代工业文明熏陶的产业工人，生活习
俗和文明礼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附
近居民，带动了城镇逐渐从农耕形态
向现代文明进化。

本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秦世松 李焱华

5月16日下午，太阳快要下山了，
泸溪县武溪镇黑塘村的椪柑品改园
里，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
校长邓秀新， 中国科学院教授熊兴
耀，湖南农业大学教授邓子牛等一行
人，仍在认真察看椪柑的品改情况。

满山坡的梯土地里，是一株株一
米左右高的椪柑树，树干上有一丛丛
一尺来长的新发嫩芽。自治州农业局
总工程师宋先杰介绍说：“这些树已
品改2年了， 有的嫩芽被剪切嫁接
了。”邓秀新院士眉头一皱，说：“高接
树品改，有两大不足，一是老树挂果
的旺盛期较短； 二是老树带的病毒，
会传到新芽上，影响果实品质。 ”

省财政厅副厅长欧阳煌接着说：
“湘西椪柑产业发展了30年，获得了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但品质老化
现象严重，卖难更加严重；这次由省
财政厅专门把你们几位教授请到湘
西来，就是要解决这个大问题。”邓院
士十分肯定地说：“湘西片区椪柑产
业的出路， 就是要找准椪柑的卖
点———高糖、味浓、果大、易剥、少籽
甚至无籽。自治州目前制定的椪柑品
种改良实施方案，我基本赞同。 ”

不知不觉间，天就黑了下来。

5月17日上午， 邓院士一行冒着
细雨，来到吉首市郊的湘西椪柑综合
试验站。该站系国家柑橘产业技术体
系首批确立的试验站。 邓院士说，湘
西有100万亩的柑橘，有100万果农，
应该好好地建设好这个试验站，它是
湘西柑橘产业的提质器和助推器。在
试验棚里，邓院士手摸着绿茵茵的椪
柑树苗对自治州副州长何益群说：

“重新种植2年树龄的大苗，是湘西椪
柑品改的最佳途径， 从时间上说，其
挂果的时间与高树嫁接一样， 第3年
就可产生效益，且安全、高效、无毒，
没有后遗症，发展后劲要足得多。”邓
院士还建议， 把试验站搬到水流通
畅、阳光充足的高处。

细雨一直下， 邓院士一行马不停
蹄，来到吉首市马颈坳镇竹寨村，对椪
柑品改园园主刘永安进行技术指导。
走着、说着，邓秀新院士对欧阳煌和何
益群建议， 鼓励有条件的椪柑专业合
作社，先进行品改，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慢慢改变湘西椪柑的种植模式； 而暂
时无条件品改的，就进行密改稀，有利
于阳光的照射，从而提高椪柑的糖度。

“这可是需要财政支出一大笔钱
哟！”邓院士笑着说。欧阳煌爽快而坚
定地说：“椪柑是自治州的优势特色
农业产业，支持其可持续发展，是财
政部门的职责。 ”

本报5月26日讯 （记者 陈薇）
5月25日，“王憨山花鸟画作品展”
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开幕。 此
次画展由中国国家画院与湖南省
文联主办， 展览将持续到5月30
日。

展览共展出王憨山花鸟画作
品130余件， 其中包括王憨山先生
家属捐赠中国国家画院的41件代
表作。 这些作品代表了其不同时
期的艺术风貌， 是对王憨山先生
数十年艺术创作的一次全方位展
示。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在
开幕式上对王憨山先生的花鸟画
创作， 特别是其独具特色和意趣
的大写意花鸟画风给予高度评价。
虽然王憨山在世时未受画坛重视，
但他对当代花鸟画的影响是不容
忽视的。 “他的画大气、 坚实、 分
量重， 无论距离多远， 那种扑面
而来的影响力都没有丝毫减弱。”

开幕式以后， 还举行了王憨
山花鸟画学术研讨会。 专家学者
围绕王憨山先生的花鸟画特色、
成就等方面进行了研讨。

本报5月26日讯（记者 李国斌）
今天上午，湖南省湖湘文化交流协会
2013年度理事会议在长沙举行，省
政协副主席欧阳斌出席会议并讲话。

据悉，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周年，湖南省湖湘文化交流协会
将成立“毛泽东诗词艺术团”，邀请全
国知名的朗诵艺术家、表演艺术家和

伟人特型演员， 以毛泽东诗词朗诵、
书法、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宣传毛
泽东诗词文化及湖湘文化。 此外，该
协会还计划组建中华传统文化培训
中心，组织协会所属有培训能力的团
体会员单位开展中华传统文化培训
活动，内容包括中华文化史、中华文
明史及四书五经等。

本报5月26日讯（记者 周小雷）近
日， 国内首部革命历史题材3D立体动
画电影《冲锋号》在长沙首映，并将于
“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在全国院线公
映，同时向全国中小学生推荐观影。

《冲锋号》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
湖南蓝猫动漫传媒有限公司等单位
联合制作，讲述了一位流浪少年经过

长征的洗礼，成长为一名优秀红军战
士的故事。 影片以动漫表现手法，通
过儿童的视角，真实再现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红军队伍血战湘江、转战
遵义、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穿越草
地等重大历史事件。 据悉，这种以革
命历史题材进行3D电影创作， 在国
内尚属首次。

本报5月26日讯（记者 陈薇）今
天，省音乐家协会流行演唱艺委会成
立大会在长沙召开，湖南大众传媒职
业学院影视艺术系音乐教研室主任
李翔当选为会长。

流行音乐是大众最喜欢的一种
音乐形式， 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
湖南是流行音乐的沃土，有非常好的
流行音乐演唱基础，许多高校也相继
成立了流行演唱专业，但由于没有相

关的全省性专业组织，流行演唱音乐
人与流行音乐教育工作者没有互相
交流与学习的机会，致使流行演唱的
教育和发展在湖南比较薄弱。

新成立的省音乐家协会流行演唱
艺术委员会， 是由在省内致力于流行
音乐演唱和研究、 教学的广大音乐工
作者及爱好者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专
业团体，隶属于省音协，旨在促进湖南
流行演唱艺术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全力以赴稳增长
转作风·解难题·抓关键·见实效

印象“城镇化”②

田野崛起中国吊车第一镇

产业化为城镇化“造血”

(上接1版)
� � � �加工增值，如何带动农民增收？

从原料种植到生产加工，祁阳县
湖南银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对接”
广东口味。 公司董事长李果介绍，“广
东人喜欢吃哪种大米，我们就种哪种
水稻”。 为此，公司依托祁阳优质粮油
种植合作社，推广新软粘13号、银粘
香等高档优质稻，生产的“银光”牌大
米粘性十足、香味持久、饭味浓郁，深

受广东市场青睐。祁阳县肖家村镇种
粮大户唐强说，他去年种植新软粘13
号高档优质稻200亩， 银光粮油按每
50公斤175元订单收购， 比常规稻高
出50多元，增收12万多元。

在湘潭县，湖南宏兴隆湘莲食品
有限公司走“公司＋基地＋农户”的
路子，发展湘莲优质品种“寸三莲”种
植基地8万亩、 绿色食品湘莲种植基
地3万亩，带动3万多农户户均年增收

5000多元。
记者在祁阳县、湘潭县、宁乡县

采访发现，由于有了加工龙头企业带
动， 当地农产品价格连年稳中有升，
订单种植不愁销，“卖难”多年来几乎
绝迹。 相反，不少龙头企业面临的难
题却是原料供应不足，处于“吃不饱”
状态。

做强农产品加工产业链
入围湖南省第一轮（2013-2015

年）特色县域经济重点县，祁阳县、湘
潭县、宁乡县无疑迎来了做强农产品
加工产业链的绝佳机遇。

据悉， 每个特色县域经济重点
县，3年内将得到不低于3亿元的省级
财政资金扶持。 财政投入，只是一个
杠杆，撬动的却是整个产业。

在省财政3年投入3亿元的带动
下， 祁阳县将整合各级财政资金近6
亿元，撬动120亿元以上的社会投资。
今年3月，全国500强企业中纺集团与
当地签约， 近期将投入20亿元以上，
在祁阳建设中国油茶交易中心等项
目，可实现产值50亿元以上、税收2亿
元以上，将促进当地农副产品加工业
转型升级。 到2015年，全县将实现农
副产品加工产业总产值300亿元以
上，年均增长38%以上。

突出特色，优势优先，则成为特色

县域经济重点县的路径选择。 湘潭县
提出，致力于打造“1+5”农副产品加工
体系， 即建设好天易示范区农副产品
精深加工和物流基地，大力发展湘莲、
油茶、南竹、粮食、生猪五大特色产业。
到2015年，把湘潭县建成全国一流、全
省领先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强县， 建成
全省最大的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和物流
基地；实现项目投资总额、农副产品加
工产值、产业财税收入3个翻番，分别
达到100亿元、300亿元和6亿元。

“宁乡要努力成为全国农副产品
加工业的标兵。 ”宁乡县委书记黎春秋
说，做强农产品加工产业链，县里正着
手实施“三大计划”：以宁乡经开区食
品产业园为主要平台， 打造全国最大
的食品产业集群； 以宁乡花猪为主要
特色，打造全国高端肉类第一品牌；以
优质粮油为主要依托， 打造全国现代
农业示范区。 2015年，宁乡要实现农副
产品加工业产值突破500亿元，实现税
收10亿元；形成1家产值过50亿元、2家
过20亿元、5家过10亿元、20家过亿元
的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方阵。

纵观祁阳县、湘潭县、宁乡县，可以
预见的是，短期内，农产品加工业将成
为名副其实的县域支柱产业。而从长期
看，祁阳县、湘潭县、宁乡县的成功发
展，或可成为农业大县迈向农业强县进
而在县域内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标本。祁阳县大村甸镇显塘村，村民在田里手工除草。 本报记者 柳德新 摄

“王憨山花鸟画作品展”在京开展

本报5月26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梁超）今天，记者从中国南车
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
被评为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信用管
理ＡＡ级企业，成功跻身我国进出口
信用管理等
级最高企业
行列。

2011 年
底 ， 针对诚
信、优秀进出
口企业，国家
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设置AA级为最高进出口
信用等级。 AA级企业可享受通关便
利，包括绿色通道、直通放行等，并优
先办理进出口货物报检、 查验手续
等。

毛泽东诗词艺术团将成立

国内首部红色3D电影

《冲锋号》在长首映

省音协成立流行演唱艺委会

跻身进出口信用等级最高企业

“南车株机”获双“A”

5月26日凌晨3时， 暴雨袭击通道侗族自治县的部分乡镇， 山洪冲断国
道209线县溪路段， 致使交通中断5个多小时， 上千辆车因此受阻。 图为公
路、 交通等部门组织施工队进行抢修。 粟汇华 杨春 摄影报道

———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构建诗意的家园���

图为画展现场。 通讯员 摄

■记者感言

院士探脉 柑园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