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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水绕村镇，千桥卧碧波”。 位于洞庭
湖畔、湘鄂边陲的南县，以其独特的风韵吸
引世人的目光。“水韵南洲”，成为生态南县
的代名词。

“生态建设是南县发挥地域优势，打造
优势品牌， 助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
斗目标的需要。 ”今年 9 月，南县通过历时
半年的前期准备， 根据国家级生态县建设
的 5 个基本条件和 22 项技术指标，借鉴其
他县的创建经验，数易其稿，制定出《南县
创建国家级生态县实施方案》，吹响了创建
国家级生态县的集结号，力争 2017 年成功
创建国家级生态县。

近年来， 南县全力推进城乡生态文明
与经济发展和谐并进。 在发展工业中，始终
坚持项目环保前置审批， 大力发展循环经
济，积极提升产业层次，加大落后产能淘汰
力度。全县先后否决了 20 多个污染严重的
招商项目，关停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
企业 30 多家，并累计投入 2 亿元专项资金
用于节能减排和生态治理。 2012 年，县工
业园区跻身省级生态工业园区。

今年， 南县以南茅运河百里生态走廊
新农村示范区为引领， 积极推进农村生态
文明创建，包括合理使用农药、化肥，加强
水污染防治，改厕、改路、改水，兴建沼气

池，改造危旧土坯房，添置垃圾集中处理设
施，植树造林，引进涉农企业带动农民发展
绿色农业产业基地等等。

据县环保局统计， 全县新农村生态示
范区内农作物秸秆、人畜粪便、生活垃圾和
污水资源化利用率在 90％以上，平均减少
化肥、农药的使用率在 20％以上，不仅有
效控制了农村面源污染， 而且每亩农作物
生产投入平均减少 30 元左右。

在城市规划中，南县紧扣生态主题，根
据“城河相依”的城市格局，把地脉、水脉、
绿脉和“四纵四横” 城市骨架建设融为一
体，不断丰富城市景观，使人文和景致相融

合，彰显湖乡特色，提升城市品位。 例如编
制完成了《湖南省南洲国家湿地公园总体
规划》。 目前，南洲湿地公园被列为“国家级
湿地公园”，三仙湖水库列入“全国良好湖
泊”名录。同时，加大城市环境整治力度。到
今年为止， 历时 3 年的县城城区环境综合
整治行动， 完成锅炉烟气除尘设施建设 6
家，原煤改烧型煤 16 家，投资 1.16 亿元，建
造了日处理污水两万吨的污水处理厂，投
资 1500 万元改造了排污沟渠，背街小巷进
行了绿化、亮化、美化……

据了解， 目前南县生态环境状况指数
达 88.88，列全省第六位，全县 9 个乡镇中，
已获命名的国家级生态乡镇 2 个、 省级生
态乡镇 4 个。

一个宜人居、富活力、具个性的生态之
县、绿色之县正在悄然崛起。

站在新的起点上， 南县人民将奏响激
情奋进、跨越发展的时代强音，让“湘北明
珠，生态南县”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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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只争朝夕的精神

在南县传承。

一首和谐奋进的乐章

在南县奏响。

今年以来， 南县县委、

县政府以“湘北明珠、生态

南县” 战略定位为引领，着

力推进园区、交通、城镇、生

态 “四大建设”，加快全县

经济社会发展步伐，朝着经

济繁荣、社会和谐、人民富

裕、环境美好的新南县目标

迈进。

“中国挂面之
都”，“中国纺织工
业基地”， 在这闪
光的名片背后，我
们看到了南县经
济开发区产业的
兴旺，也听到了南
县这个农业大县
阔步迈向工业化、
城镇化的铿锵足
音。

南县经济开
发区是省级开发
区，实行“一区两
园” 的管理模式。
该县依托这一“工
业新城， 财富新
区”， 转变发展方
式，把布局分散的
企业向工业园区
有序集中，开辟产
业聚集、 行业配
套、 企业集群、治
理集中的新路子。
近年来，园区企业
逐年增加，园区规
模逐步做大。

今年以来，园
区不断完善基础
设施，优化发展环
境，全力推进项目

建设，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新
建了 8 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基
础设施投资达到了 4.5 亿元以上，
新开工工业项目 7 个， 新投产工
业项目 7 个，新增规模工业企业 4
个。 2013 年 1 至 10 月，园区企业
达到 56 家，完成工业总产值 42.8
亿元， 实现税收 10921 万元，与
2007 年相比，增加 49 家企业，产
值增长 8.9 倍，税收增长 6 倍。

目前， 南县经济开发区已初
步形成四大主导产业。 食品加工
产业以克明面业、国泰食品、南洲

大曲、顺祥水产、厚道食品、申旗
糖果、洞庭蛋业、丰源米业、福十
二槟榔和祥安油脂等企业为龙
头，进行粮、油、鱼、猪等农副产品
的深加工。 纺织服装产业以湖南
拓普竹麻、益阳众鑫纺织、南县兆
丰纺织、湖南德盛凯新迪纺织、南
县德昌纺织集团、 中山鼎盛服饰
等企业为龙头，实现棉花、纺织、
织布、服装一条龙生产。 高新科技
产业以洞庭海大、金信达、星踏体
育、光顺管材、伟业机械、沃田装
备、海怡生物、兰湘再生资源回收
等企业为龙头， 将高科园打造成
为中南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试验
基地。 现代物流产业以南洲物流
园、宏华物流、星星物流为平台，
凭借交通优势， 打造湘北最大的
物流集散中心。

在园区建设中， 南县重点发
展食品加工园。 现在食品加工企
业中有 10 家国家级、省级、市级
龙头企业，有全国驰名商标 3 个，
湖南省著名商标 7 个， 湖南省名
牌产品 4 个。“克明面业”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成为全国
挂面第一股。 2013 年食品加工园
完成工业产值占开发区总产值的
69%， 完成税收占开发区总税收
的 58%。

南县经开区工委书记黄建华
信心满满地告诉笔者，未来几年，
他们将秉承科学发展理念， 努力
建设资源聚集、环境优化、规划合
理、功能齐全、可持续发展的综合
性园区，着力打造中国挂面之都、
湖南省食品工业强县、 湖南省纺
织工业基地县、 湖南省水产品养
殖储备基地和克明面业国家级食
品工程中心。“十二五”期末，经开
区将力争实现固定资产投资近 50
亿元、 工业新区建成面积 5 平方
公里、 区内工业企业达到 100 家
以上、产值达到 100亿元的目标。

“现在南县出行真方便，无论是
到乡里还是到县城，条条路都畅通。
就算在外省打工也一般能当天到
家。 ”南县茅草街镇唯一村村民李军
最近从广州回家看望父母，发出了这
样的感叹。

“要想富，先修路。 南县要建成
活力之县，交通必须先行。 ”这是南
县的决策者们形成的共识。

近几年来，南县累计争取计划外
项目资金 24.8 亿元， 交通建设突飞
猛进，进入“大投入、大发展、大提升”
的新时期。 公路、水路建设步伐明显
加快，已由“基本适应型”向“适度超
前型”发展。 岳常高速公路南县段最
近建成，结束了南县不通高速公路的
历史 ， 优化了南县的发展环境 。
300.45 公里境内主要公路新建或改
造，实现了全县六纵五横的骨干公路
全部硬化。 1143.7 公里农村公路建

设，实现了乡乡有主干道和 92.5%的
行政村通水泥路。 茅草街大桥、麻河
口大桥、万元桥、南洲桥、三仙湖大桥
等 37 座桥梁的新建或改造，彻底打
通了南县与外界联系的陆路通道，结
束了境内干线公路受阻于渡口的历
史。此外，还兴建了一批公路立交桥、
客运站、货运站、港口码头等水陆交
通项目。

在搞好交通建设的同时，南县交
通运输部门结合本地实际，探索并制
定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行业管理方
案。 如积极推动城乡交通一体化，大
力发展农村客运班线，加快农村客运
站场建设； 加大城市客运的管理力
度，提档升级城区公共汽车和出租汽
车品质；对辖区内 113 处渡口的 117
艘渡船全部完成“木改钢”，为民间渡
运安全提供保障；加强客运站场的管
理，改善城市交通秩序，提升县城交

通文明水平等等。
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 交通运

输行业的规范管理， 使老百姓受惠
的同时， 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经济社
会的发展。 交通建设项目的全面铺
开，直接拉动了建材、运输、服务、金
融等相关产业，带动了农民就业，产
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同时快捷便利的交通网， 改善了投

资环境，带动了招商引资，外地客商
纷纷到南县兴办实业，沿途群众发展
二、三产业也迎来了商机，形成了新
的经济增长点。 此外，上档升级的南
县交通网，拉近了该县与大城市、大
市场的距离，降低了运输成本，拉动
了产品外销，特色农产品基地日渐增
多，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壮大。 干线路
网标准化、农村公路网络化，还使南
县城乡时空距离缩短了，对外交流往
来的空间扩大了，促进了道路客运业
蓬勃发展。 全县道路客运随着长、短
途班车的高档化，呈现出一派车水马
龙的繁华景象。

一条条宽阔平坦的街道， 一座
座鳞次栉比的高楼， 一处处优雅精
致的园林景观， 一个个绿意盎然的
居民小区， 一张张充满幸福的笑脸
……走进南县县城， 一幅和美画卷
映入眼帘， 让人感受到这座湖滨城
市的活力。

近三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南
县紧紧围绕“在南华安地区（南县、
华容、 安乡） 率先实现 50%城市化
率”的目标，加快城市建设步伐，城
区南洲广场、宝塔湖综合治理、污水
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垃圾处理场、城
区主次干道沥青路面升级改造等 40
多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相继摆

开战场，城镇规模、特色、功能都发
生着深刻的变化。“中国面业之都”、
“八一女排主场”， 成为这座城市的
靓丽名片。

“扩大城市规模， 提升城市品
位，实现产业做强、规模做大、功能
做全、环境做美的目标，打造城市新
名片！ ”2013 年，南县城镇建设快马
加鞭， 全年投入资金近 8 亿元，“四
纵四横” 路网骨架正在全线拉通。
“四纵” 即从东往西依次为南华路、
沿湖路、荷堰路、滨河路，“四横”即
从北往南依次为湘北干线（S306）、
南洲路、兴盛路、城南路。

与此同时， 环洞庭湖生态示范

基地、南茅运河生态走廊、南洲国家
湿地公园相继完成建设， 汇金国际
城、城南校园、文体中心等项目正快
速推进。

为了解决城市建设资金难题，
南县通过银行贷款、债券发行、租赁
融资、BT 模式等方式， 初步建立了
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城镇建设
投资融资机制， 使一大批重点工程
项目顺利上马， 激发了城镇建设的
活力， 极大地推动了全县城镇建设
步伐。 如荷堰中路、荷堰南路、沿湖
北路、沿湖南路等建设工程采用 BT
模式，融资 8000 多万元。

对于城市建设， 南县绝不急功
近利，总是从长计议。 该县不惜花重
金，请专家高起点、大手笔编制城市
发展规划。 并广泛邀请县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社区群众参与讨论，听取
各方的意见建议，集思广益，使每项
规划和每个方案不断完善， 更加符

合县情，符合实际。 特别是环保的评
估要求十分严谨， 每次在网上和社
会上进行公示宣传， 让社会各界共
同参与科学决策。

徜徉兴盛广场， 清晨， 绿化树
下，亭榭内外，无不是人们晨练的好
地方；傍晚，华灯初上，更是舞曲激
荡，几百人跳着欢快的健身舞，宏大
的场面让人激情飞扬。 兴盛广场的
新变化， 是南县打造宜居生态城市
的一个缩影。 如今，一幅以南茅运河
为轴心，以沱江为依托，以“四纵四
横”路网为骨架，以“洞庭湿地、生态
南县”为特色，以“一河两岸三片区”
为格局的“生态城市”的优美画卷，
在勤劳的南县人民的努力建设中正
徐徐展开。

湘北新城精描绘， 姹紫嫣红又
一“花”。 南县这个宜人居、富活力、
具个性的湖滨新城已越来越散发出
迷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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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建设 ——— 突破发展瓶颈

城市建设 ——— 激发发展活力

生态建设 ——— 擦亮绿色名片

克明面业厂区一隅。

美丽的南县宝塔湖。

南县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南县南茅运河百里生态走廊。

岳常高速，助力南县步入发展快车道。

南县：湘北明珠放异彩

湘
北
明
珠
—
南
县
。

·实现中国梦 发展谱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