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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城，省会长沙最年轻的城区，也是唯一横跨湘
江两岸的城区。

今年 8 月，望城区第二次党代会，“加快建设更加
美丽强盛幸福的名望之城”；9 月，长沙市第十三次党
代会，“建设国家中心城市”；11 月， 湖南省第十一次
党代会，“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三次历史性的
会议，三句响彻云霄的口号，三个伟大的战略目标，于
望城而言，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乘“湘江北去”的历史洪流，接“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的省会北部布局，望城，正以大建设的步伐、大发
展的速度、大提升的品质，描绘湘江长沙北段东西两
岸波澜壮阔的城市画卷！

11 月 24 日，该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政协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拉开帷幕，距第一
届“两会”已整整四年，四年来，望城发生了怎样的变
化？ 生活在此的人们有着怎样的感受？ 我们走进这幅
“画卷”，找寻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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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城是世界的望城、是时代的望城，但归根
结底，是人民的望城。

“在望城，办事根本不用找关系，政务大厅办
事相当方便，政府服务比亲人还耐烦！ ”兼职会计
李晓经常出入望城区政务服务大厅的国、地税综
合服务窗口， 帮客户办理税务登记证等业务，该
区率先全省推行的国税、地税联合办税方式为她
节省了不少时间和劳力，“走进一扇门，办好一揽
子事儿”是她对望城区政务大厅最直观的感受。

自 2014 年起，该区积极推动政务服务提质，
全区各职能部门、事业单位按照“应进必进、能进
则进、进则全进”的原则进驻政务大厅，现大厅共
进驻单位 58 个，设置窗口 172 个，进驻大小事项
600 余项，涵盖项目审批、税务服务、中介服务、
党群服务、社会民生事务等各个方面，区内 90%
的行政审批事项、100%的民生事项均可在大厅
办结。

“以后不用再羡慕朋友的小孩读名校了，我
家小孩现在读上了长郡。 ”望城区月亮岛街道居
民钟少林高兴地说，“去年， 长郡月亮岛学校开
学，我小孩转学到这里，仅一年时间，学习成绩、
体育锻炼及性格淬炼都有明显进步。 ”

近年来， 望城区着力拓展优质教育资源，通
过开展办学多元化，与一些名牌学校进行合作办
学，先后引进湖南师大附中、砂子塘小学、长郡中
学、湖南一师附小等名校资源，并招聘引进名师
392 名，学校教学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稳步提升，
家长们再也不用抢着把孩子往中心城区学校送
了，学生真正实现就近入学。

“现在走亲访友或外出游玩，出门就是公交
车， 不用再等上几个小时、 花 10 来块钱坐中巴
了，出行好方便！ ”家住大众垸的市民柳瑜满心欢
喜。 望城区全面启动公共交通建设，先后开通了
W101、W201 等区内公交线路 20 条， 新增通往
长沙主城区的公交线路 7 条、 融城公交线路 12
条，同时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在大众垸、丁字
湾、星城镇等乡镇片区，居民们只需刷公交卡 1.4
元，即可一车到达乔口渔都、千龙湖度假中心、靖
港古镇等区内知名景点。

“这笔钱真是雪中送炭，搭帮政府，搭帮雷锋
580！ ”回忆起“雷锋 580”的帮助，望城乔口镇乔
口社区的低保户李静心里暖暖的。 2015 年 5 月，
被确诊为肝癌的他 3 次住院，花费 10 余万元，家
境本就贫穷，患病之后更是负债累累。 走投无路
之下，他试着给“雷锋 580”拨了一个电话。不到半
个月，“雷锋 580”为他送来 1 万元救助金。

自 2013 年起， 望城将新增财力的 80%用于
民生，5%用于困难群众帮扶工作， 创造性地设立
“雷锋 580”紧急救助热线，为困难群众提供重大
疾病、生活困难、自然灾害、突发意外事故等紧急
救助，坚持采取“一个电话，雷锋上门”的服务模
式，3 年多来共受理各类求助 3263 起， 协调发放
紧急救助资金 869.29 万元。“我是雷锋 580，您有
困难我帮您”被数十万望城人民广为传唱。

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节点眺望未来，可以预
见，一座更加美丽、更加强盛、更加幸福的名望之
城将崛起在湘江之滨。

金秋十月，国研智库论坛 2016·湘江论坛暨世
界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峰会在望城隆重举行，200
余名国内外古镇代表、古镇领域专家学者、商界代
表汇聚于此，共探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共绘世界古
镇宏伟蓝图。 世界目光再一次聚焦望城！

望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古就不乏世人关注。
望城的陶瓷技艺蜚声中外。 因水而兴的铜官，

是长沙最早的外向型口岸。 兴起于“安史之乱”之
际、鼎盛于晚唐时期的铜官窑，开釉下多彩之先河，
并创造性地将书法、绘画、诗歌、谚语等植入陶瓷装
饰， 为中国陶瓷产业打开了一扇绚丽多姿的窗口。
早在唐代， 铜官窑瓷器就出口至 29 个国家和地
区，通过水运，由湘江入长江，经扬州、靖江、泉州等
口岸，开辟了一条通往东南亚到西亚、北非的“海上
陶瓷之路”。 据不完全统计，在伊朗、日本等 13 个
国家和地区都曾出土过铜官窑瓷器，1988 年在印
尼勿里洞外海发现的“黑石号”沉船里更是打捞出
5 万多件铜官窑瓷器。今年 8 月，“感知中国———湖
南文化走进法国”系列活动在巴黎开幕，望城的铜
官陶器、“泥人刘”现场演示、以制陶文化为题材的
大型舞剧《君生我未生》一一亮相布隆尼亚宫，深深
吸引了当地观众。

望城的特色文化走出国门。 望城民间流传着许
多传统特色文化，虽穿越时空长河，历经沧桑磨难，
却依旧光润璀璨———书画文化翰墨留香， 生长于书
堂山的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创欧体，开柳颜先河，
被称为“楷圣”；剪纸文化巧手魅影，望城的民间艺人
创造出独具地方特色的手法技艺， 如凿纸中的“打
凿”，彩色剪纸中的“勾描”、“框线”、“胎色”，以及全
国独一无二的“无稿综合折剪”，“十大神剪”之一秦
石蛟更是创立了中国第一家私人剪纸博物馆“华夏
剪纸博物馆”；戏曲文化律韵悠长，望城境内主要流
行有湘剧、花鼓戏和皮影戏，新康戏乡声名远播，“影
子戏”与浏阳鞭炮齐名，以望城皮影艺人为主创作的
剧目《龟与鹤》 多次出国演出， 获得外国友人盛赞
……地方特色文化将望城与世界紧密相连。

望城的湘江古镇群惊艳世界。 望城坐拥 70 公
里的湘江两岸黄金岸线，是湘江古镇群最集中的区
域。 近年来，该区大力推动沿江古镇复兴的探索和
实践，靖港古镇、乔口渔都、新康戏乡、铜官陶城、书
堂小镇陆续建成开街，逐步形成“到靖港寻古、到乔
口吃鱼、到铜官玩陶、到新康看戏、到书堂润墨”的

“湘江古镇群”文化旅游品牌。如今，湘江古镇群“二
次创业”全新起航，按照《湘江古镇群三年行动计
划》的目标，湘江古镇群将被建设成为“记得住乡
愁、留得下脚步”的湖湘文化展厅、湖南旅游客厅、
全国古镇旅游知名目的地。

近年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发展新常态，
望城在区四大家领导班子的科学决策、 坚强领
导下，抢抓撤县设区历史新机遇，主动适应经济
发展新常态，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
在改革发展的征程上记录下一个个时代强
音———

区域经济大幅跨越。 四年来，该区地区生
产总值由 374.9 亿元增加到 571.4 亿元（预计
值， 下同）， 财政总收入由 37.5 亿元增加到
67.5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由 336.2 亿元增加到
607 亿元 ， 年均分别增长 12.4% 、15.8% 、
24.1%，主要经济指标均实现翻番。工业经济提
质提档，望城经开区成功晋升“国家队”、跻身
国家首批知识产权试点园区，铜官循环工业园
获批全省首批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园区；第三产
业加快发展，湾田国际、高星物流、奥特莱斯等
建成开业，澳优总部、新奥燃气总部、永通汽车
总部等成功入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迈上百
亿元台阶；现代农业特色凸显，长沙现代农业
试验区成功落户，休闲农业已成为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特色品牌。 望城区域综合实力跻身全国
市辖区百强，获评全国县域经济科学发展特色
县（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全省全面小
康经济快进县第一名。

城乡品质显著提升。 金桥枢纽、 地铁 4 号
线、长株潭城铁启动建设，京港澳高速复线将于
年内全线贯通，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建成投运，黄
桥大道等相继通车， 立体交通体系将望城完全
融入了长沙中心城区的 30 分钟通勤圈。 以中心
城区为核心、以新兴组团为支撑、以特色小镇为
节点、以美丽乡村为依托，望城全力推进城乡建
设，靖港、乔口、铜官、新康、白箬铺、桥驿等一批
文化名镇、休闲小镇、生态靓镇逐步成型。 该区
还按照“广栽树、多种花、不露黄、不抛荒”的要
求， 广泛发动群众在全区开展“三年造绿大行
动”，一棵棵树苗被送到街道社区、农家庭院、企
业门前，一片片“共产党员先锋林”、“巾帼植绿
志愿者林”铺满辖区的道路、田网、河滩、岸线。

“全省新型城镇化暨城乡统筹示范区”“全国绿
化模范单位”“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区” 等一个个
“绿色光环”将望城笼罩。

队伍建设焕然一新。 2015 年 8 月 6 日，中
粮可口可乐华中饮料有限公司在望城经开区破
土动工，这是可口可乐在我省设立的第二家装瓶
厂，累计投资 5亿元。 这么大的项目，从签约到开
工，只用了 48天，再一次刷新了“望城速度”。“多
亏了望城的‘狮子型’干部们的贴心帮扶，才能使
项目进展顺利！ ”湖南中粮可口可乐工会主席邹
平平感慨。 自 2013年起，望城率先全省开展“狮
子型”干部和团队选拔，一大批“敢于担当责任、
做事雷厉风行、勇于攻坚克难、善于团结协作、为
人公道正派”的“狮子型”干部和团队脱颖而出，
冲锋在项目建设和服务的最前线。 在他们的影响
和带动下，一支支爱岗敬业、风清气正的干部职
工队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营造了全区干事创
业、清正廉洁的良好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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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今年 10 月，国研智库论坛 2016·湘江论坛暨世
界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峰会的举行， 让世界目光聚
焦望城。 范远志 摄

望城路网四通八达，融入长沙中心城区 30 分钟通勤圈。

望城正加快建设更加美丽强盛幸福的名望之城。

望城城乡美景醉人，湘江古镇群令人记得住乡
愁、留得下脚步。

谷山体育公园是我省第一个集体育竞技、
户外运动、休闲娱乐、生态探险等主题于一体
的大型综合性森林体育公园。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望城区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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