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莲花”盛开，华丽绽放。
2015年11月落成的邵阳市文
化艺术中心，坐落在邵阳大道
旁，由“五馆一院一楼”构成，
即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美
术馆、城市规划展览馆与大剧
院、综合楼。

邵阳市文化艺术中心是
省重点建设项目、当地10大重
点社会发展项目之一，总投资
近5亿元。 建筑群造型美丽独
特，形似舟行莲叶间，成为邵
阳新地标，是市民与外地游客
休闲、娱乐、观光和从事文化
活动的好地方。

（戴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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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在开放发展中崛起名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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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先行，城市提质———
打开了一扇扇对外开放的窗口

9月2日，来自北京、郑州等地近100名旅行
社负责人、 旅游智库和媒体代表抵达邵阳武冈
机场，走进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5A级旅游景
区崀山，共商旅游合作发展大计。

随着今年6月底邵阳武冈机场通航，邵阳又
打开了一扇开放的窗口，插上了“飞天”翅膀，构
建起以高速公路、高铁、机场为主的现代化立体
交通网络。昔日交通“盲肠”，如今畅达八方。

“邵阳要加快对外开放，快速融入各大经济
圈， 与外界的无障碍互联互通是先决条件。”邵
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文密说。

2012年以来，邵阳市以建设“全国区域性综
合交通枢纽”为目标，大力实施“交通先行”战
略，重大交通项目多点开花。

2013年12月底，随着洞新高速、怀通高速建
成通车，邵阳市在全省率先实现“县县通高速”。
去年，安邵高速通车，邵阳境内高速公路总里程
达到506公里，排全省第4位。今年底，横贯邵阳
西部的武（冈）靖（州）高速又将建成，在雪峰山
南端将开辟出对接云贵的又一条大通道。

2014年12月16日，途经邵阳的沪昆高铁湖
南段通车。一年后，娄邵铁路扩能改造竣工。邵
阳拥有了直达北京、深圳、上海、昆明等地的高
铁快捷通道，跨入长株潭1小时经济圈。

目前， 由邵阳提出构想并获得国家立项的
怀邵衡铁路， 正在抓紧铺轨。2018年建成后，邵
阳到珠三角和大西南将更加便捷。 邵阳市交通
局局长邓涛自豪地说：“一个中西部地区的城
市，拥有3条高铁，这在全国也不多见。”

今年6月28日， 邵阳武冈机场正式通航，邵
阳迎来航空时代。

短短5年，邵阳交通实现了高速、高铁、机场
立体化发展，与外部世界的距离更近了。

同时，作为发展龙头、开放主要载体，城市
建设日新月异。

为改变我省第一人口大市中心城区“小、
差、弱”的状况，近5年来，邵阳市以建设百平方
公里城区、百万人口“双百城市”为目标，以创建
“国家卫生城市”为抓手，全力推进城市大建设、
大改造和大提质。 城区面积由50平方公里增加
到72平方公里，城市形象也华丽蜕变，近年相继
获评“省级园林城市”“省级文明城市”“全国双
拥模范城”等，今年又捧回“国家卫生城市”匾
牌。

邵阳变大了、变美了、变得时尚了、变得更
开放了，成为众人称道的宜居宜业之地。近3年，
该市先后成功承办了省第11届湘台会、省第7届
湘商大会等大型经贸活动， 并将于明年作为东
道主承办省运会。

再造平台，壮大产业———
“产业兴邵”打造对外开放新名片

今年8月31日，温州邵阳商会一行8人来到
邵阳经开区宝丰服饰箱包产业园， 就商会企业
入园做实地考察。 一番详细了解后，8位企业家
非常满意。领队龚新军说：“这么好的发展环境，
我们回去后一定向商会企业大力宣传。”

宝丰服饰箱包产业园是邵阳经开区湘商产
业园子园，致力于打造以服饰、箱包、皮草、鞋业
制造为核心，辅料、展示、仓储、服务、物流为辅
业的现代复合型产业集群， 为入驻企业提供高
效发展平台。目前入驻企业8家。

邵阳市委副书记、 市长刘事青说：“建设湘
商产业园，是省委、省政府支持邵阳发展的重大
决策，是我市着力打造的对外开放平台。我们举
全市之力建园兴业， 力争为全省提供可复制的
经验。”

2014年以来，邵阳在市本级和12个县（市、

区）各规划了一个湘商产业园，制定了23条具体
政策，高效推进园区建设。目前，全市累计完成
标准厂房投资76.68亿元， 开工建设标准厂房
458.34万平方米，建设规模居全省前列。

湘商产业园问世，吸引众多邵商、湘商和
外商前来投资。目前，全市已签约入园企业657
家，入驻企业422家，投产企业268家，园区竣工
标准厂房使用率达91.76%。去年，园区投产企
业实现产值48亿元、上缴税收2亿元，带动就业
2.6万余人。

搭建大平台，实施大招商，发展大产业。近
年来，邵阳以工业园区为平台，以现有企业为基
础，以招商引资为重点，打造主导产业、产业集
群、知名品牌，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
发展绿色产业，不断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

邵阳市经信委负责人介绍，该市工业呈现3
大可喜变化。即从大办工业到办大工业、从大招
项目到招大项目、从做大产业到做优产业。2012
年至2016年， 规模工业企业由760家增至1135
家，规模工业增加值从348.7亿元增至1916.26亿
元。已引进世界500强企业40家、中国500强企
业31家、民营500强企业18家。2016年，该市轻
工、机械、建材、食品4大传统优势产业产值均为
2010年的2倍以上，总产值达到1546亿元。皮具
箱包、打火机、发制品、五金等特色产业增速明
显，在国内和全球市场占有重要地位。

新兴的湘商产业园区， 成为邵阳“产业兴
邵”主战场、对外开放新名片，园区产业特色逐
步形成。在邵阳经开区，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
息、 鞋业服装发制品加工业迅速崛起。 九兴鞋
业、亚洲富士电梯、三一重工、邵纺机等龙头企

业，为全市工业发展提供有效支撑。“三一湖汽”
引领机械产业群， 今年公司混凝土搅拌车预计
能销售4000余台、稳坐全国第一把交椅，新研发
的环保智能渣土车成为另一拳头产品，今年头7
个月，公司产值突破21亿元，超过去年全年。

引得进来，走得出去———
对接“一带一路”拥抱世界大市场

9月9日， 国内500强企业彩虹集团投资20
亿元的邵阳特种玻璃项目， 在邵阳经开区开工
建设。这是邵阳迄今引进的最大的工业项目，建
成投产后将形成包括盖板玻璃加工、3D玻璃、触
控模组和触控移动终端产品在内的产业链，年
产值将超100亿元。

邵阳市商务局负责人介绍， 随着邵阳对外
开放条件改善，近几年招商引资势头越来越好。
不但邵商纷纷回归，而且外地客商、战略合作伙
伴纷至沓来，大项目、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引
进取得重大突破。华润电力、九兴控股、百威英
博、恒大集团、合隆国际、富士电梯等一批重大
项目， 为该市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注入了
强劲动力。京能新能源、智能制造研究院、分享
集团、盖板玻璃等一批创新型龙头企业，不断为
邵阳聚集发展新动能。

邵阳市龙头园区———邵阳经开区， 积极采
取中介招商、委托招商、产业基金招商、飞地经
济、PPP等多种方式，围绕园区主导产业和特色
产业，开展招商引资。去年8月以来，园区共引进
邵阳智能制造（工业4.0）产业小镇、彩虹盖板玻

璃、品牌服饰（箱包）产业园等60个产业项目，总
投资超过190亿元。

开放焕发生机。据统计，2012年以来，邵阳
累计利用外资7.95亿美元， 年均增长11.2%；利
用内资3419亿元，年均增长24.2%。去年，实际利
用省外境内资金增速居全省第一位， 实际利用
外资、进出口总额增速分别居全省第二位、第五
位。

“引进来”的同时，邵阳企业也大步“走出
去”，对接“一带一路”，拥抱世界大市场。

目前，邵阳企业已在12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
营销平台172个。以邵商为主体创建的泰国湖南
工业园、老挝湖南工业园、越南商贸物流园，获
批为省级境外园区。近5年来，邵阳新增境外投
资企业110家，总量达到298家；对外投资从2012
年底1.38亿美元增至去年3.79亿美元，年均增长
40%。

乘着“一带一路”东风，借助境外园区和营
销平台，近年来，邵阳市努力壮大外贸主体，加
快建设鞋业、发制品、打火机、农副产品、工程机
械、医药化工等10大出口基地，精心培育九兴控
股、三一重工、邵东箱包服装、新宁裘革、邵阳发
制品等一批特色出口型产业园区， 对外贸易风
生水起。

目前，邵阳市出口产品有打火机、箱包、服
装、鞋类、发制品、皮草皮革、医药化工、水电设
备、农产品、竹木制品等40类289个品种，并有国
家和省知名出口品牌28个。 该市一次性气体打
火机稳占全球市场份额70%、 发制品占全球市
场份额20%。5年来， 邵阳市外贸进出口逆势上
扬、快速增长，年进出口总量增加7.19亿美元，去
年达13.1亿美元，年均增长30.2%。

滔滔资水，以奔腾之势、开放之姿，汇入长
江，拥抱蔚蓝大海。在创新、开放旗帜引领下，有
勇有谋、放眼全球的邵阳人，必将创造更加辉煌
的业绩。

种下油茶林，
有了“摇钱树”
邵阳县白仓镇黄连村村民 莫田清

土路不宽，小货车开不进，化肥和茶籽运不来，油茶林发展就受影
响。9月13日，趁着早上凉爽，天刚亮我就来到通往油茶林的田埂道上，
继续扩路。等路扩宽后，我准备再扩大油茶种植面积。

我叫莫田清，今年60岁，是邵阳县白仓镇黄连村村民。2011年，我
老婆患肾结石引发双肾衰竭，每月药费2000元，基本丧失劳动力，家里
的负担全落到我一人肩上。早几年我一边照顾老婆，一边耕作田地，基
本只能保证口粮，每年要借债给老婆买药。

近几年，我们县大力发展油茶产业，我家也被定为“油茶产业扶贫
户”。油茶进入盛产期后，每年可产油60公斤，以每公斤60元计算，可收
入3600元， 其中纯收入3000元左右，而且产果期长达50至80年，简直
就是 “摇钱树”。 县里为了鼓励我们种油茶， 对新造油茶林每亩补助
1000元，油茶苗每株补贴1元。我到处筹借5万元，承包了村集体山地
44.1亩种油茶。

我把油茶林看作我的孩子一样，精心呵护，除草、用肥、修路。功夫
不负有心人， 我种的油茶林前年开始挂果， 收获青果600公斤， 收入
3000余元。去年产青果2800公斤，收入1.7万余元。今年收成应该能够翻
番，收入3万元不成问题。现在油茶林挂果率还不高，全部挂果后，每年
稳定收入可达7万元以上。

以前家境不好，老婆生病，想给她买点有营养的东西吃也没钱。现
在有收入了，可多买点有营养的东西给老婆补补身体。老婆生病欠下
的钱，今年也会基本还清。等再攒点钱，就把房子修一修。

我相信，今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等把通往油茶林的路修好了，我
准备把油茶种植面积扩大到100亩左右，到那时，每年就会有10多万元
稳定收入。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整理）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家乡变化大，回家不识路
“邵阳变了，变得干净、漂亮、优雅，令人惊喜和激动！” 在云南做

生意6年没回家的邵阳市大祥区青云街居民朱先生，9月初返回邵阳，
走在街上，他硬是不敢相信这是回家的路。

记忆中的青云街路面坑洼不平，垃圾遍地。眼前的青云街，沥青路
面平整光洁，人行道铺上了透水砖，绿化带绿意盎然。朱先生还发现，
城区其他许多街巷也旧貌换新颜，陈年垃圾清走了，老旧屋面粉刷了，
增加了绿地和健身场所。

据了解，近几年，邵阳市财政投资3.5亿多元，按照硬化、净化、美
化、亮化的要求，高标准改造城区小街小巷367条。 （何荣）

又闻车铃声，知是亲人来
“嘀铃铃，嘀铃铃！”这是武冈市公安局湾头桥派出所村级辅警殷

淼、覃向骑着自行车，在六家铺村巡逻发出的车铃声。听到铃声，村民
们就知道是殷淼、覃向来了。在大家心中，辅警是他们的亲人。

“自从村里有了辅警工作站，治安状况明显改善，偷盗现象少多
了。走在路上，经常能看到辅警。晚上，辅警还和村干部、村民一起巡
逻。”六家铺村一位姓伍的村民说。

去年以来，邵阳市全面实施“一村一辅警”农村警务改革，在每个
村建立辅警工作站，共配备辅警3299名，织密了农村安全网。

（何荣 周玉意）

市场改造后，买菜也惬意
“今天的鲤鱼何嘎（怎么）卖的？”9月6日，在邵阳市双清区三眼井

农贸市场，一位帅气的男子下班后在鱼摊前询问。该男子是农业银行
工作人员小刘。他说，以前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菜市场，天晴一身
灰，下雨一脚泥，摊位杂乱无章，瓜果皮、烂菜叶到处乱扔。现在，农贸
市场改造后，每天下班就会去买菜，走进菜市场感到很惬意。回到家
里，老婆更是一脸幸福。

2014年2月，邵阳市城区农贸市场全面改造、新建工作启动。到去
年底，共建设、改造农贸市场42家。 （肖祖华 何荣）

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周玉意 马永忠

邵阳，我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故乡。秉承魏源
放眼世界、敢为人先的思想，在开放发展大业中，邵阳人
民书写着新的华章。雪峰山下闭塞的丘陵山区，正蜕变为
我省对外开放合作新高地。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殷殷寄语邵
阳： 要发挥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过渡带作
用，发挥长株潭、湘南、环洞庭湖、大湘西4大经济板块
结合部的区域优势，在“创新引领、开放崛起”中彰显邵
阳作为。

牢记这一嘱托，立足“一带一部”新坐标，邵阳主动融
入全国、全省发展战略，重建和放大区位优势，以建设省
域副中心、湘中湘西南经济文化中心和全国区域性综合
交通枢纽为战略引领，积极凝聚内力、联通外部，朝着区
域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开放大平台的目标阔步前行。一
个日新月异、生机勃发的新邵阳，正以崭新姿态立于资水
之滨。

世界自然遗产地

崀山国家5A级景区
锦绣潇湘， 浪漫崀

山。2010年8月，新宁县崀
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成
为世界自然遗产地。随
后，创建国家5A级景区新
征程开启。近年来，新宁
县先后投入资金 2.8亿
元， 在严格保护的前提
下， 按照国家有关标准，
建设、改造和完善崀山旅
游基础设施。经多轮“国
考”，去年8月，崀山被国
家旅游局正式公布为国
家5A级旅游景区。现在景
区有高速公路直达，旅游
日趋火爆。

（尹建国）

城市建设新地标

邵阳市文化艺术中心

2016年8月19日，邵阳市文化艺术中心。 申兴刚 摄

湘西南首座民用机场

邵阳武冈机场
静卧大山之巅，笑

看雪峰天险。今年6月28
日， 湘西南首座民用机
场———邵阳武冈机场通
航，830万邵阳人民从此
圆了“飞天梦”。

邵阳武冈机场建成，
完善了我省民航机场布
局，拉近了邵阳与外界的
时空距离，也提升了城市
品位， 优化了投资环境。
邵阳武冈机场飞行区按
4C标准设计。目前，已开
通北京-郑州-邵阳、长
沙-邵阳-海口航线，年
内还将开通长沙-邵阳-
重庆、 上海-南昌-邵阳
等航线。

（戴勤） 武冈机场航站楼。 申兴刚 摄

湖南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城步南山国家公园
2015年11月，国家公布首

批9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其
中城步苗族自治县被批准试点
建设南山国家公园， 成为我省
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试点区包括南山牧场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 金童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两江峡谷国家森
林公园、 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
等4处“国字号”生态区，总面积
635.94平方公里。在试点区内，
既有北国草原的苍茫雄浑，又
有江南山水的灵秀神奇。 整个
公园试点区分为严格保护区、
生态保育区、公园游憩区、传统
利用区4大区域，集中分布在城
步南部山区， 约占全县面积四
分之一。

（肖祖华）南山牧场。 马晶 摄

2016年8月23日，邵水
河穿城而过，古老的邵阳城
在阳光的照耀下焕发出勃
勃生机。 申兴刚 摄

2016年8月19日，邵阳市双清区
佘湖山的玉清宫。 申兴刚 摄

年均增长13.5%

累计增长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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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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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41亿元

2016年
1530.2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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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5亿元

2016年
141.13亿元

地区生产总值

财政收入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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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5 日，邵阳县白仓镇黄连村，村民莫田清为油茶树剪枝。
刘飞 摄

新宁县 山景区骆驼峰。 杨坚 摄山
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