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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什么？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
里说，幸福就是生活更舒心，工作更称心，
办事更顺心，全社会更有爱心。 翻阅衡阳
近年来一篇篇洋溢温情的岁月华章，满满
的幸福感扑面而来……

人人共享发展成果

社区漂亮了
幸福讲述 石鼓区青山街道牛角巷社区老李：我

住在这里好多年了， 这些年区政府和街道大力整治
社区环境，广告乱贴、弃物乱堆、违建乱建这些毛病
没有了，路通了、地绿了、小花园多了，周围的菜市场
也修好了！

背景 近年来衡阳共建成公园 5 个、三江六岸
风光带 30.8 公里。统筹推进“八城同创”，提升城市
管理水平，获批“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深入推
进市区两级管理职能调整，环卫、园林、绿化等职能
全面下放城区。大力开展“城市管理年”“六大战役”
“两大工程”等活动，深入实施“规电”“禁停”等专项
行动，持续推进“三清三建”“两化两体系”建设，城
市面貌大幅提升。

道路通畅了
幸福讲述 西渡镇居民吴先生：船山大道这条

东西走向的城区“大动脉”全线拉通后，10 分钟即可
到城区，真是太方便了！

背景 2016 年 12 月 19 日上午，总长 34.2 公
里的船山路全线通车， 此前不久的 2016 年 12 月 5
日， 怀邵衡铁路控制性工程———跨湘江特大桥顺利
合龙。 近年来，衡阳着力打造立体式大交通格局，累
计新、扩建衡州大道、船山西路等城市主次干道 22
条，提质改造城市道路 26 条，“三纵三横四环”的城
市路网格局及大衡阳城市圈基本成型。 新增高速公
路 196 公里，通车总里程达到 585 公里，铁路、高速
公路总里程跃居全省第 2、第 3 位。 城市公交改革成
为人民满意的民生工程。 湘桂铁路扩能、怀邵衡铁路
推进顺利， 武广高铁、 湘桂高铁及吉衡铁路开通运
行；南岳机场成功通航并开辟近十条线路；湘江黄金
水道建设全面提速，土谷塘航电枢纽正式试营运，衡
阳至株洲 2000 吨级航道建设顺利开工，建成衡阳松
木港千吨级码头，新增 3 个千吨级码头泊位。

保障有力了
幸福讲述 南岳区居民彭奶奶： 子女常年

在外地工作，家里就我一个人，多亏有了家门口
的专业养老服务中心，把我的饮食起居都照顾得
很好，子女在外放心，自己也宽心安心。

背景 四年民生支出累计达 1229.38 亿元，
占财政总支出的 67.9%，年均增长 17.2%。 城乡居
民收入稳步提高；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完善，
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超过 95%，建成区域性医疗
卫生中心；社会保障不断健全，五大险种参保基
本实现全覆盖， 新农合参合率稳定在 99%以上，
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实现“十二连调”；保障性安
居工程开工建设 15.7 万套， 完成危房改造 4.66
万户。

上学方便了
幸福讲述 人民路小学学生家长胡萍：我女儿

夏艺轩，以前因为班上同学太多，她坐在后面看不清
黑板上的字，急得直哭。 现在学校每班平均人数控制
在 50 人以下，座位再也没有原来那么挤，黑板上的
字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家长放心啦。

背景 衡阳市委、 市政府在认真调研的基础
上，出台了《衡阳市 2014—2020 年城区中小学校布
局规划方案》，发布了《关于严格城镇小学招生管理
推动“大班额”化解工作的通知》，在 2014—2016 年
的“大班额”专项行动计划中每年拿出 5000 万元作
为化解“大班额” 的奖补资金……截至 2016 年 11
月，创建义务教育合格学校 1449 所。 招生考试制度
改革顺利推进，中小学招生行为更加规范。

河水变清了
幸福讲述 雁峰区幸福河畔居民袁彬： 我们

家在幸福河畔居住了 30 多年，听长辈说，以前河
水清清，老居民还曾用河水淘米、洗菜。后来两岸建
的厂多了，河水受到污染，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幸福
河变成了“龙须沟”。 现在政府对它进行改造，河水
又变清了，又能在河里淘米洗菜啦。

背景 近年来， 衡阳圆满完成湘江保护和治
理“一号重点工程”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全面完
成节能减排任务，水口山、合江套、蒸水、幸福河等重
点区域流域综合整治初见成效， 县级以上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稳定在 100%。 超额完成省“两供两
治”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指标任务，垃圾焚烧发电
厂建成投产，新（扩）建污水处理厂 9座。 2016年前
11 个月，市城区环境空气优良天数 272 天，优良率
为 81.1%，相比 2012年，城区空气二氧化硫、二氧化
氮年均浓度值同比分别下降了 60%、18.9%。

扶贫见效了
幸福讲述 衡阳县界牌镇将军村贫困户姚展生：

住这里真的是最舒服了！ 政府说还要给房子刷胶……就
是不刷胶也要比山里老房子好很多。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我们做梦都没想到，这是受了党和国家的恩！

背景 衡阳县界牌镇将军村 2016 年共有 31 户
易地扶贫搬迁户，目前已搬迁入住 12 户，剩余 19 户
将分两批在 2017 年春节前全部搬迁入住。 衡阳对全
市 395 个贫困村大力开展“12+1”活动，“12”即水、电、
路、讯、房、环境整治“六到农家”和义务教育、基本医
疗、养老、低保、五保、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六个落实”。
2016 年帮助 25.6 万贫困人口成功脱贫， 农村居民收
入增幅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 扶贫攻坚成效突出。

乡村更美了
幸福讲述 衡山县开云镇山竹村村民老赵：路

修好了，树栽好了，村里到处都干干净净，还种上了大
片大片的百合花，好多游人都专门跑来我们山竹村来
观赏、拍照。

背景 衡阳围绕城市周边连片推进新农村建
设，集中资源重点建设了 57 个新农村示范村（片），30
个村被评为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或“秀美村庄
示范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实现全覆盖，农村可视范
围内基本不见暴露垃圾，中心集镇“五乱”现象得到有
力整治。 农村电网提质改造（二期）基本完成。 解决
205.6 万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问题。

文化进村了
幸福讲述 衡东县白莲镇白莲村村民老胡：市里

组织文化下乡， 精彩的衡东花鼓戏唱到了我们的家门
口，周围村里的乡亲们都跑来看，可热闹了！除了唱大戏
还给我们送蔬菜种子、送书、送药品，免费体检呢。

背景 衡阳坚持“政府买单、群众看戏”，近 3 年
来全市共送戏下乡 4000 余场， 建成农家书屋 4887
家，数字化信息化接轨新农村，“宽带衡阳”全覆盖。直
播卫星电视“户户通”圆满收官，解决 4.5 万多户农村
盲户电视收视问题；一批文化惠民基地、文艺创作基
地、乡村学校少年宫、乡村文体小广场如群星璀璨，散
播城乡。 博物馆、纪念馆、爱教基地和公园均免费开
放，衡阳体育中心、影剧艺术中心、图书馆、体育馆、游
泳馆等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相继落成，“公共文化服务
进社区”荣获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成功
举办市十运会，衡阳健儿在里约奥运会等各类重大赛
事中获得世界冠军 1 个、亚洲冠军 3 个、全国冠军 13
个，全民健身在城乡蔚然成风。

衡
阳

幸
福

敞亮的新体育馆。

为市民提供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

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农调研
老年公寓。

现代化的衡州小学科学馆。

新建的将军村异地扶贫安置点。

温馨的临江社区。

船山大道起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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