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资待遇不错，公司还给买五
险一金。 ”近日，衡山县白果镇棠兴
村村民阳仕平高兴地说， 以前家里
靠他一人在外打工赚钱， 日子过得
紧巴巴。 去年 9 月，他应聘为村里花
果山景区业务主管， 妻子也在景区
担任保洁员， 夫妻俩年收入有 6 万
余元。 花果山景区目前固定用工达
50 余人，还有 100 余名村民从事与
景区相关的工作。

近年来， 衡阳市实施“精品战
略”发展乡村旅游，结合各地生态资
源和产业优势，挖掘历史遗迹、民风
民俗等人文资源， 合理定位乡村旅
游主题特色，因地制宜打造“一乡一
特”“一村一品”“看景知村” 的景观
景点。 同时，引导市民到农村消费，
发动村民在景区创业就业， 实现市
民“幸福体验”与农民“增收创效”双
赢。 （夏建军）

7月 18日，衡山科学城。 周厚君 摄

2014 年 12 月 19 日，衡阳南岳机场。 陈太仰 摄

2014 年 9 月 9 日，衡阳综合保税区。 彭斌 摄

8月中旬，第四届“创青春”湖南省
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衡阳赛区）开赛，
吸引不少创客参赛。 从国外回到衡阳
创业的王跃带着自己设计的离线智能
门锁系统参赛， 获选代表衡阳参加省
里的比赛。

近年来，衡阳大力推进商事制度

改革，推行“五证合一、一照一码”等一
揽子改革，进一步降低了创新创业门
槛。 群众办企业手续越来越简单、成
本越来越低，创新创业热情不断高涨。
目前， 全市市场主体总量达 22.4 万
户，比 2014年底增加 39.4%。

（唐曦）

衡阳市雁峰区山林村 李衡生

秋意渐凉，我坐在自家院内，榨油
机正隆隆工作，产出一桶桶菜籽油。这
些油，是我们全家用来谋生的“液体黄
金”。

妻子抱着孩子朝我微笑。 家里生
活渐渐好起来了， 但我无法忘记这些
年发生的一切：车祸、瘫痪、重新站立、
努力创业、脱贫摘帽……

我叫李衡生，今年 36 岁，是衡阳
市雁峰区岳屏镇山林村人。 我独自在
珠海打拼多年， 从技术员做到了工程
师。 2013年，我辞掉工作，决定回家照
顾老母亲，不料归途遭遇车祸。 3天抢
救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但 32万
元的医疗费，使我的积蓄全部花光。

2014 年，家人将我接回家，那时
我全身被打入 22颗钢钉，生活无法自
理。我躺在自家的土砖房里，度过了整
整 1年。

在我无助时， 区委驻村扶贫队与
村干部经常来看望我、 鼓励我。 2015

年，我家被认定为贫困户。经过一段时
间恢复，我开始能站立了，就四处找工
作。 因为没钱把钢钉取出来， 行动不
便，面试保安、门卫等工作均被拒绝。

搭帮精准扶贫政策， 驻村扶贫队
多次到我家实地察看， 想办法帮我解
决了手术费，还帮我买了一台榨油机。
从 2015 年开始，我就加工菜籽，卖油
赚钱了。

区委书记周玉军今年已到我家
“家访”3次，帮我解决了榨油机需要的
三相电，还有 3.9万元的小额贷款也到
账了。去年，我加工菜籽 30吨左右，出
油近 10 吨，纯收入 2 万多元，我家生
活变好了。

虽曾跌入低谷，但我又站起来了。
现在，路在哪我看得见，希望在哪我看
得到。

下一步， 我打算与妻子一起投身
养殖业，学习山羊、鸡、鸭、鱼等养殖技
术，搞一个绿色农场，靠自己的双手圆
自己的“田园梦”。 (徐若凯 蒋楠

整理)

衡山科学城位于衡阳市雁峰区岳屏镇，属老工业基地。2014 年
开始筹建，规划面积 20 平方公里，定位为湘南地区科技创新示范
区、总部经济集聚地、改革转型试验田，打造全国有影响的“湘南硅
谷”。

衡山科学城作为新兴科技示范区， 以电子信息和生命科学两
大主导产业为支撑，将按照“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投资
300 亿元，力争在“十三五”末年产值达到 550 亿元。 目前，衡山科
学城已累计完成注册企业 43 家，注册资金 10.8 亿元，项目总投资
111.6 亿元。

（成俊峰）

衡阳，情注民生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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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8 日， 李衡生站在自家的榨油机旁描绘幸福憧憬。
徐若凯 摄

从高速、高铁跨入“高飞”———

衡阳南岳机场
衡阳南岳机场位于衡南县云集镇，以衡阳为核心，辐射邵阳、郴

州、永州、娄底等周边市县，对拉动衡阳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举足轻
重的作用。 2014 年 12 月 23 日，衡阳南岳机场通航，宣告衡阳从高
速、高铁跨入“高飞”时代。

通航 2 年多来，衡阳南岳机场坚持“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规划
引领，稳步实施”模式，坚持经贸线、旅游线并重，相继开通至北京、
上海、张家界、西安、三亚等 10 个城市的航班，基本形成“南北相
联，东西贯通”的“米”字航线网络。 （成俊峰）

衡阳综合保税区于 2012 年 10 月 25 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设
立，2014 年 9 月 9 日正式封关运行，是我省首个综合保税区。

衡阳综保区总体规划面积 2.57 平方公里， 功能定位为承担进
出口加工、国际贸易、保税仓储、商品展示等，按生产区、办公区、物
流配送区、仓储区等功能区布局。 现有注册企业 28 家，其中加工贸
易企业 14 家，贸易供应链企业 11 家，物流企业 1 家，电商企业 2
家。 衡阳综保区已成为衡阳市开放型经济重要窗口。

（成俊峰）

湖南首个综合保税区———

衡阳综保区

打造“湘南硅谷”———

衡山科学城

徐德荣 唐曦 王卫全 李英姿

民生为大，百姓至上。
创建义务教育合格学校 1400 余所； 公立医院药品零差率销售实

现全覆盖；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累计新增城镇就业 29 万人、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 27 万人……近 5 年，衡阳市坚持财政收入用于民生支出
主导向，民生支出年均增长 17.2%。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征途上， 衡阳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把广大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加速推进民生领域各
项改革，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人民
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改善民生是永恒的话题，要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作工
作的动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衡阳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周农的话，道出了衡阳市委、市政府的民本情怀。

秋风送爽，硕果累累。近日，记者来到雁城衡阳，感受这里处处洋溢
的幸福花香。

治“旧疾”,化“新妆”
“三清三建”塑造新家园

“我老伴腿脚不好，以前碰上下雨天只能宅在家里。现在路修好了，
积水没有了，每天多走动走动，身子硬朗了许多。 ” 9 月 6 日上午，家住
衡阳市蒸湘区蒸湘街道太平小区的刘满秀老人和老伴在小区里漫步，
沥青道路整洁平坦，两旁花草生机盎然。

近年来，衡阳市在城区 146 个社区全面开展“三清三建”（清违建、
清垃圾、清管线，建路、建园、建绿）社区提质改造工作。目前，已有 79 个
基本完工，剩下的 67 个也将在今年底完工。

这场城市“美容”工程，首先打响的是“面子战”。 各街道、社区广泛发动
党员、居民志愿者，既扫自家门前“雪”，也管他人身上“癣”。 在石鼓区人民街
道蒸阳社区，仅 17天便铲除“牛皮癣”5万平方米，“重灾区”恢复了“高颜
值”。

违章建筑、社区垃圾、城市内涝等“顽疾”，也在“三清三建”中一并
攻克。 至今年 8 月，全市清理垃圾 36 万余立方米、管线 580 多万米、违
章建筑 1.3 万处共 38 万余平方米。

“三清三建”不仅治好城市“旧疾”，更为其化上俏丽“新妆”。
“以前这里是垃圾场，现在是我们老年人最喜欢的小花园，白天散

步休闲，晚上跳舞锻炼。”雁峰区余德堂社区居民李女士连夸社区“三清
三建”做得好，过去脏乱差的环境已焕然一新，绿色苗木簇拥着小游园，
宽敞的道路旁还有歇脚的凉亭。

违章建筑变成休闲文化广场，城中菜地变成小花园，垃圾堆变成绿
化带……“三清三建”开展 2 年多，衡阳市共新修道路 70.6 万平方米、
新增绿化面积 28.6 万平方米、新建公园 19.3 万平方米。 如今，“推窗见
绿、出门入园”已成为市民居住环境改善的真实写照。

放眼衡阳，一幅“城在林中、路在绿中、人在景中”的美丽画卷铺展
开来。

“‘三清三建’工程旨在打造一个以民为本、共建共享的美丽家园，
居民既是受益者，更是参与者。 ”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建新介绍，从
工作方案制定、工程实施监督到项目综合验收全过程，都充分动员吸纳
社区居民参与其中。

社区提质改造过程中，居民全程参与和监督，一道出谋划策，描绘
出各具特色的新家园。 如石鼓区青山街道牛角巷社区采用楹联、浮雕、
立柱等，营造出浓厚的“书香”氛围；雁峰区天马山街道胜利山社区创新
引进“智能互联网 + 社区服务”项目，推行“居民需求 - 社区服务”一体
化服务模式；蒸湘区蒸湘街道太平二社区组建多个志愿服务小分队，参
与社区建设和管理，形成了“全民爱家”的良好氛围等。

靓城市 ,美生活
民生项目建设真为民

“几年没有回来，发现家乡变化真大，堪比外面的大城市！ ”9 月初，
在外经商多年的陈雁军回到衡阳， 看到贯穿城区的衡州大道和船山路
等新的主干道，还有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当即决定在酃湖高铁新城
片区购房置业。

近几年，衡州大道、衡云干线、船山路、二环北路、长丰大道北延线
相继建成通车，拉开了衡阳城市“骨架”，更提升了城市品质。

项目是发展的引擎，也是改善民生的基石。衡阳市先后建设一系列
高规格、大手笔的民生项目，让群众享受到发展带来的实惠。

启动来雁新城、滨江新区建设，推进国企改制、棚户区改造和湘江
流域环境治理，将沿江风光带建设及城市景观建设融入项目中。污染企
业纷纷关停、整治、搬迁，一批民生遗留问题迎刃而解。

投入 7 亿元，启动幸福河改造项目，沿途建设福、禄、寿、喜、财 5 大
文化生态主题公园，新添 14 公里风光带。

投资 15 亿元，建设“三馆两中心”（体育馆、游泳综合馆、图书馆，影
剧艺术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满足市民精
神文化需求。

新建政务服务中心，进驻 50 个职能部门，市民可“一站式”办理
494 项审批服务事项和水、电、气、通信等公共服务事项。

易地新建的市中心医院项目，规划建筑面积 40 万平方米，目前一
期工程主体已竣工，有望于年内投入使用，将极大缓解居民看病与养老
康复问题……

民生项目建设真为民，让百姓生活越过越好。
在衡州大道旁，衡阳万达广场正抓紧进行工程扫尾。
9 月底将揭开面纱的万达广场， 是衡阳市大力发展现代商贸业的

缩影。一座座集餐饮、购物、电影院、亲子乐园等于一体的新型城市综合
体、商业购物广场相继涌现，衡阳成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热土。近几年，衡
阳万达广场、华耀城、崇盛国际中心、星美等城市综合体建设顺利推进，

商业带、 商贸市场群以及 6 大专业市场、4 条特色
商业街建设步伐加快，现代服务业体系日渐完善，
为市民生活添精彩。

提素质,树新风
文明创建凝聚“精气神”

8 月 26 日下午，一场精彩的衡州花鼓戏《真情花开》在衡阳市红旗
影剧院“周末百姓剧场”上演。“周末带孩子看看花鼓戏，或去石鼓书院
大讲坛听听讲座，既有趣又有益。”市民陈先生带着 8 岁的儿子，看完演
出后开心地说。

近年来， 衡阳市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总揽， 统筹推进“八城同
创”，围绕创建为民、创建惠民，采取灵活方式开展一系列活动，丰富了
城市内涵，提升了市民素质。

“校园周边的无证摊贩没有了，经过
校门口的车辆也自觉放慢车速，现
在孩子上学放心多了！”谈起“创文”
成效， 衡阳市人民路小学学生家长
王女士称赞不已。

交通、市容、校园周边环境等
各项综合整治， 把文明创建和解
决民生问题紧密结合起来， 从群
众“家门口”“身边事”做起，让市
民切实感受到文明创建带来的民
生“红利”。

在衡阳街头， 处处可见身着
红马甲的志愿者， 他们或协助维
护交通秩序， 或对街头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或
陪伴孤寡老人散步谈心……

目前，衡阳市有在线注册志愿者近 70 万人，
注册志愿服务团队 1935 个。去年，全市组织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上万次，
30 余万人次参加活动。 他们活跃在大街小巷，开展无偿志愿服务活动，
给衡阳增添了光彩与温暖。

7 月 8 日，在衡山工业园青山大道与 107 国道交叉处，一辆摩托车
与一辆中型客车相撞，摩托车上 4 岁小男孩命悬一线。路过此处的志愿
者王青平当即施以援手，迅速驾车将小男孩送到医院，并悄悄垫付医药
费，男孩最终得以脱险。 王青平救人的事迹感动了成千上万的网民，大
家纷纷称赞她为最美“长裙姐姐”。

“王青平式”的身边雷锋，在衡阳还有很多。近 4年来，该市先后评选出各
类道德模范 160人，其中 11人获评“中国好人”、20人获评“湖南好人”。

回雁峰下文明花开，船山故里文化风盛。 作为文明创建重要载体，
衡阳市还着力打造一批文化活动品牌。“石鼓书院大讲堂”引导市民学
国学、知礼仪、讲文明；“船山故里·国学飘香”邀名家话名篇，讲好衡阳
名人名事、名山名水；广场旬旬演、社区周周乐、周末百姓剧场、送戏下
乡等文艺活动，丰富市民生活，激励市民知衡阳、爱衡阳、建衡阳。

民生大树参天起，幸福花开节节高。 在全面建成小康的决胜阶段，
衡阳必将书写出更精彩的幸福华章。

乡村美了乡亲富

“现在每天晚上散步的人非常
多， 大家能在这里看到美丽的来雁
塔。 ”近日，衡阳市来雁新城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彭晓峰介绍，
来雁塔旁边的湘江西岸风光带原是
老工业区，土壤受重金属污染。2013
年，衡阳市实施来雁新城项目，对土
壤进行修复， 并建成湘江西岸风光
带，成为市民休闲好去处。

为实施好省湘江保护与治理
“一号重点工程”， 全面治理石鼓区
合江套老工业区及周边环境， 衡阳
在来雁新城项目建设中， 对 102 家
污染企业改制搬迁、关停淘汰，切断
污染源头。 如今，湘江合江套段水质
明显好转，持续保持国家三类标准。

（罗飞虎）

“我又站起来了”

老工业区变身风光带

门槛低了，创业热情涨了

2016 年 8 月 23 日，
衡阳王船山故居，人们身
着汉服朗诵《孝经》《诗
经》等国学经典，祭祀船
山先生。

刘欣荣 摄

图①:2 月 9 日，常宁市塔山瑶族乡，瑶民喜迁新居。 罗盟 摄

图③:2016 年 3 月 8 日，衡阳县樟木乡的桃花园，吸引一批瑜伽爱
好者前来。 曹正平 摄

图②:8 月 29 日，湘水之畔的衡阳市。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①

②

③

6月 7日，俯瞰衡阳市衡州大道立交桥，宛若盛开的花朵。 衡州大道是衡阳市城区东西方向的主干道，从高铁衡阳东站起，穿城而过，直至衡南县三塘镇。 谭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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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 蓉 国 里 尽 朝 晖·衡 阳 篇

衡阳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见 证
名 片

聚 焦

见微知著

制图 / 张杨

年均增长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2年 2016 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累计增长

20286

10116

28848

15603

10.1% 12.0%

42.2%

54.2%

数 说

财政收入地区生产总值

年均增长
9.7%

累计增长
45.7%

年均增长
12.2%

累计增长
50.0%

2012 年
1957.70 亿元

2016 年
2853.02 亿元

2012年
185.36 亿元

2016 年
277.9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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