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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十九大

———芙 蓉 国 里 尽 朝 晖·岳 阳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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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

岳阳市君山区柳林洲街道新洲村 万为文

岳阳市君山区是一片绿色的原野，近年来，绿色向着多层次和更深内涵发
展。

我叫万为文，君山区柳林洲街道新洲村村民，因为在家中排行老三，别人
都叫我万老三。

在我早前的印象中，田野里种满水稻、棉花、甘蔗等农作物，一望无际的绿
色，但仅限于地平线上的绿，让人感觉单调，连树木都很少。

近年来，这里种下不少苗木，汇集成森林。 路边、房屋边，花草四季盛开，让
人感觉时刻被绿色“包裹”。 一些不知名的小鸟，从四面八方“迁”来，原本寂静
的“绿”有了更多生气。 看到不断有城里人开车前来享受这里的“绿”，我突发
“灵感”，与妻子一道开起了“万老三农家乐”。 第一年，我们只设了两个包厢，没
想到一试成功，每天平均有 4 桌。 我当厨师，妻子当服务员，一年下来也赚了近

5 万元。从 2013 年开始，我的农家乐生意兴隆起来，我又增加了 5 个
包厢。 到了旺季，一天平均有 20 桌，顾客排队等着吃饭，一年营业额
100 余万元，光税金就要交 8 万多元。

当然， 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君山区绿色的生态以及绿色有机食品。
在省市有关部门不定期抽检中，君山区蔬菜、茶叶等农产品检测合格
率年年都达到 98%以上，获得“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区)”称号。 好多
顾客就是冲着我这儿的绿色食品来的。

在我的带动下，我们这里的“农家乐”一家接一家开起来了，而且生意
都红火。 生意好起来后，大家都十分在意身边的绿色。 每年春天，我们都不
约而同自掏腰包，植树种草，并且对美丽乡村建设也十分支持。垃圾自觉入
池，厨卫经常清洁打扫，房屋墙面经常修葺保洁……我们这里的环境越来
越美，前来消费休闲的客人也越来越多，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好。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晴 通讯员 王琼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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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开放崛起增长极

居民乐享“幸福网”
“为孩子入学特意请了 1 天假，没想到 1 个小时就办好了！”开学季，岳阳市

岳阳楼区居民陈翔到社区给儿子申请小学学位， 社区运用网格化公共服务平
台，很快就办好了。

近年来，将全区 99 个社区划分为 652 个网格，每个网格配置一名专职网格
员，将网格单元与公安、计生、城管等传统网格单元相衔接，建立起“数字网格”
和“电子地图”，做到“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

目前，岳阳楼区正打造城市管理服务保障“升级版”，组建网格化与职能部
门服务管理深度融合的“幸福网”，打通了服务居民入学、医疗、休闲健身、便民
服务、警务的“最后一公里”，经验在全市、全省推介。

（徐典波）

农村电商“乐淘淘”
2016 年，余挺还是上班族，一次在镇上看到：一位老婆婆从偏远山村步行

数十里，来镇上卖土鸡蛋，却无人问津。 余挺想到县里正发展农村电商，他辞掉
工作，成为农村淘宝合伙人，将乡下的土鸡蛋、竹笋等农产品卖到了河北、上海、
广东等地。 外地的农机、电器设备，也通过她卖到乡下。

如今，像余挺一样，岳阳县许多村民吃上了“淘宝饭”。该县农村淘宝县级服
务中心自去年开业以来，在 15 个乡镇办事处开设网点 60 个，招募农村淘宝合
伙人和“淘帮手”169 人，到 2016 年底实现线上销售 1.36 亿元。 （徐典波）

村民喜搬“别墅村”
今年秋天，汨罗市南托新村建起了配套设施齐全的“小别墅”，近 200 户村

民比邻而居。 村民杨超搬进新村后，很快开起小超市，月收入近万元。 杨超说：
“新房可比城里的小别墅，我们很满意！ ”

2015 年 8 月，岳阳市以屈原管理区为试点，从建房规范化、环境生态化等
方面在岳阳率先实行整区推进，市农委、国土、规划、住建、财政等部门协调配
合，规范村民建房。 截至目前，该市集中建房点开工建设 198 个、建成 81 个，惠
及 4068 户，取得了集约节约用地、美化村容村貌的成效。 （徐典波）

30万人喝上“长江水”
“长江水是甜的！ ”华容市民刘德宝全家如今能饮到放心水，他道出了华容

人的心声。这得益于华容县历史单体投入最大的民生建设项目———长江引水工
程的建成运营。 这也标志着饱受地质性缺水和水质性缺水困扰的华容县，实现
了城乡居民的安全饮水。

2012 年底， 三峡后续规划华容县长江引水工程获国务院三峡办正式批复
立项，2013 年底破土动工。 该工程累计投资 4.65 亿元，2015 年 7 月竣工通水，
日供水能力达 12 万吨，惠及沿线近 30 万城乡居民。 （王晴）

中南最大的石化基地———

湖南岳阳绿色化工
产业园

2015 年，湖南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在多
年发展基础上，经省政府同意，加挂“湖南石
化化工产业园”。 目前，园区已开发面积 15.9
平方公里，引进石化企业 208 家。

该产业园以原云溪工业园为依托，以巴
陵石化和长岭炼化两个大厂为龙头， 形成
“一园三片”的用地布局。 园区先后被评为国
家新技术产业基地、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
基地、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国家循环
化改造试点示范园区和国家低碳工业试点
园区。 通过近年来不断创新，该园区已跻身
国家级化工园区行列，成为国内最大的炼化
催化剂生产基地、国内最强的非乙烯化工新
材料及特种化学品生产基地、中南地区最大
的石化产品物流中心。 （王晴）

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湖南城陵矶临
港产业新区
湖南城陵矶临港产业新区是我

省东进出海的“桥头堡”。 近几年来，
岳阳市全力建设城陵矶临港产业新
区，发展沿江经济。 此后，城陵矶进口
肉类指定口岸、 汽车整车进口口岸、
综合保税区、 启运港退税政策试点、
进境粮食指定口岸、固废进口指定口
岸相继获批建成。 岳阳同时拥有 6 个
国家级口岸平台。

今年 1 至 8 月，城陵矶临港产业
新区完成 GDP88.2 亿元， 同比增长
20.14%；完成税收 4.4 亿元，同比增
长 23.2%，占年度目标的 97.8%；城陵
矶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39.26 万标
箱。 （徐典波）

宜居宜业宜游“新名片”———

洞庭湖旅游度假区
云间东岭千重出，树里南湖一片明。 秋

高气爽，岳阳洞庭湖旅游度假区吸引游客来
此感受水乡风光，体验环湖骑行、健步等休
闲活动。 该旅游度假区为我省首家省级旅游
度假区，去年实现旅游总收入 12.56 亿元，旅
游接待总人数 281.3 万人次。

近 5 年来，岳阳举全市之力推进岳阳洞
庭湖旅游度假区建设， 目前以南湖为核心，
龙山为支撑， 环南湖旅游交通三圈为纽带，
圣安古寺、教会学校为旅游文化品牌，滨湖
人文历史为底蕴的全域旅游格局已初步形
成。 （徐典波）

“长龙”卧波通四方———

洞庭湖大桥
夏秋之交， 杭瑞高速洞庭湖大

桥、蒙华铁路洞庭湖大桥相继成功合
龙。 洞庭湖上再添标志性景观，吸引
世界的目光。 这两座大桥都是名副其
实的科技之桥、 景观之桥和发展之
桥。

杭瑞高速洞庭湖大桥为世界第
二、 国内第一大跨径的钢桁梁悬索
桥，也是我省高速公路网“五纵七横”
中第一横的起点段，对完善国家高速
公路网络、促进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和
岳阳经济发展以及洞庭湖区域旅游
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蒙华铁路洞庭湖
大桥是世界上首座三塔铁路斜拉桥。
蒙华铁路是我国规模最大的运煤专
线，预计两年后建成，将促进西部大
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对接。

（徐典波）

名 片

风景美如画的岳阳南湖。
徐典波 摄

洞庭湖大桥气势如虹。
徐典波 摄

繁忙的岳阳城陵矶新港码
头（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区。
（资料图片） 王熙芳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易万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
阳城。 ”古城巴陵，2500 多年的文化底蕴，孕育了她通
江达海、开放包容的城市个性；现代岳阳，新增长极的
嘹亮号角，奏响了她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的最强旋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岳阳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五大发展理念和省委省政府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坚持把开放发展作为新增长极建设的重要支
撑，交出了一份令人鼓舞的发展答卷：2016 年，全市
进出口总额 98.5 亿元，比 2012 年基本翻一番；今年
1 至 7 月， 进出口总额达 66.4 亿元， 同比增长
253.9%，增速居全省第一；在海关总署发布的“2016
中国外贸百强城市”榜单中，岳阳位居第 35 位，这是
湖南各市州取得的最好位次。

岳阳正以她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在建设湖南发
展新增长极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行！

敞开大门户，树牢开放理念
“把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与岳阳实际相结合，

加快打造全省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 今年 5 月 12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与岳阳市委
常委班子成员座谈时强调。去年 9 月 23 日，省委副书
记、省长许达哲在岳阳调研时也明确指出：“要加快打
造湖南对外开放门户，努力形成拉动经济增长之极。 ”
这充分体现了省委、 省政府对岳阳的关怀和鼓励，深
刻诠释了省委、省政府赋予岳阳发展的职责与使命。

开放发展，时不我待！ 岳阳市委书记胡忠雄明确
提出：“必须把创新开放作为岳阳加快发展的潜力所
在、希望所在、出路所在”。 市长刘和生明确表示：“必
须敞开门户促发展，在全省开放崛起战略中‘打头阵’

‘当先锋’”。这既是岳阳决策者们的思想共识，更是全
市上下的行动自觉。

政策是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 实施开放崛起战
略， 不能只喊口号不见行动。 近年来， 湖南省和岳
阳市的决策者们正一步步把开放发展的理念转化为
开放崛起的政策： 2016 年， 省政府出台 《关于支持
岳阳城陵矶港建设发展的会议纪要》， 每年在岳阳召
开一次现场办公会， 从资金、 政策、 项目等方面推
动解决了一系列具体问题； 2016 年 12 月， 岳阳出
台开放型经济发展“1+2” 政策组合文件， 明确了
26 条含金量高的扶持政策， 累计重奖企业 106 家
8555.4 万元， 奖励扶持力度前所未有； 今年 7 月，
岳阳又出台了“开放十条”， 打出了一套政策“组合
拳”， 形成了“洼地” 效应……

环环相扣、步步衔接的“开放策”，昭示着岳阳开
放崛起如火如荼的喜人局面和锐不可当的宏伟气势。

构建大交通，补齐开放短板
开放崛起，交通先行。 岳阳二级及以上公路里程

曾仅占公路总里程的 7.15%，与建成长江中游交通物
流枢纽城市还有差距， 岳阳开放发展面临通道“掣
肘”。

加快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岳阳走出开放崛起
的“先手棋”。 今年来，围绕打造“1+4+2”大岳阳城市
圈，全市打响了交通建设大会战，掀起了岳阳历史上
投资规模最大、覆盖路网最广、群众受惠最多的交通
建设热潮。 未来 4 年，计划投资 560 亿元，规划建设 4
条高速公路、10 条干线公路、10 条城市道路和 8728
公里农村公路。这些项目建成后，岳阳交通可以 30 年
不落后。

“世界第二、国内第一大跨径钢桁梁悬
索桥———大岳高速洞庭湖大桥钢桁梁顺利
完成合龙。 ”8 月 15 日，岳阳再次刷写了一
段“长虹卧波”的历史。这种“遇水搭桥、逢山
开路”的交通建设大会战生动场景，在广袤
巴陵大地燃烧着如火的激情。 截至今年 7
月， 全市今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63.9
亿元，占年计划的 63.9%。 临湖公路主线已
于 8 月 1 日通车；G240 岳阳县城至湘阴公
路主体工程将于 9 月底通车； 岳阳三荷
机场将于今年底完成主体工程， 明年 6
月通航营运；G240 西环线、G353 北环
线、G107 东移、S308 升级改造、汨杨公路升
级改造等项目都在争先恐后、你追我赶。

出门坐轨道、打“飞的”游世界……这些
都将是交通建设大会战带来的福利。岳阳打
造外部配套成环、内部纵横成网、水陆空三位一体的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指日可待。

做强大港口，昂起开放龙头
岳阳是湖南唯一通江达海的国家一类水运口岸

城市，城陵矶港是长江八大良港之一。 得天独厚的区
位优势，成就了城陵矶港在岳阳乃至全省开放崛起的
“龙头”地位。 这个“龙头”昂不起来，岳阳开放发展就
说不起“硬话”。

打通湖南对外开放的“出海口”，城陵矶港肩负着
重任，承载着梦想。 2015 年，城陵矶港开通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至东盟、至澳大利亚接力航线，走上了与
国际“亲密接触”的崭新道路；2016 年，城陵矶综保
区、启运退税港和进口肉类、汽车、粮食、固废口岸全
部建成运营，岳阳成为拥有 6 个国家级开放平台的地
级市；同时深化与上港集团合作，成立湖南国际港务
公司，岳阳港实现了连续 7 年来首次扭亏为盈。 今年

1 至 8 月， 城陵矶口岸集装箱吞吐量 29.1 万标箱，同
比增长 85.2%，进入快速增长“黄金期”。

打造湖南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城陵矶港理应昂
起“龙头”、争当“排头兵”。为做大做强城陵矶港，岳阳
强力推进港口建设大会战，在突出抓好 6 大口岸平台
运营的同时， 重点推进城陵矶新港二期、7 个重点码
头、长江航道疏浚和“单一窗口”等项目建设，大力提
升通关效率，进一步提高了城陵矶新港在全省开放崛
起中的首位度。 同时，岳阳还正在规划建设空港产业
园，加快打造“双港驱动”开放发展的新格局。

建设大园区，打造开放板块
园区，是岳阳开放发展的“脊梁”，10 大省级以上

园区构成了岳阳开放崛起的“四梁八柱”。从满园扩园
行动到园区建设大会战， 园区在岳阳开放崛起战略
中，正演绎着它的精彩蝶变。

目标明，则方向准。针对园区体量不够大、质量不
够优的现状，岳阳启动了园区建设大会战，制定了任
务书，列出了时间表。 提出到 2020 年，技工贸总收入
过 1000 亿元的园区达到 4 个以上，500 至 1000 亿
元的园区达到 3 个以上，园区规模工业总产值占比达
到 70%以上。岳阳经开区今年有望成为全市第一个千
亿产业园区。

用创新激发活力、培育动能。 针对产业园区管理
体制不顺、发展活力不足的问题，岳阳出台“园区十
条”，通过在审批、用人和分配等机制上大胆创新，按

下了园区发展“快进键”。 今年上半年，全市有 6 个园
区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进入全省前 50 位， 其中 2 个
园区进入全省前 10 位。

筑好“金巢”，才能引来“金凤”。岳阳为企业“拎包
落户”积极创造条件，今年继续安排 1000 万元专项
资金推进标准化厂房建设。 到目前，全市新建标准化
厂房 202 万平方米，竣工 111.7 万平方米，企业入驻
率达 80%，园区一幢幢崭新厂房成为岳阳招大引强的
又一“金字招牌”。

培育大产业，提升开放实力
推进开放崛起，不能只谈战略不见产业。 岳阳坚

持把产业发展作为实施开放崛起和新增长极建设的
“重头戏” 来抓， 以大产业促进大开放、 推动大发
展。

岳阳着眼于产业发展大局， 将产业项目建设纳
入全市绩效考核范畴， 严格实行“一票否决”。 明确
要求岳阳经开区、 城陵矶新港区、 岳阳绿色化工产
业园 3 个重点园区， 每年至少引进一个实际投资 10
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其他 7 个省级以上园区， 每年
至少引进一个实际投资 5 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未完

成任务的县 （市、 区)及园区主要负责人， 一律不评
先、 不提拔、 不重用， 形成了强有力的产业发展倒
逼机制。

为确保产业发展落在实处， 岳阳出台了 2017 年
“产业招商月” 实施方案， 集中时间和精力开展精准
招商。 “产业招商月” 期间， 全市共签约产业项目
155 个， 总投资 415 亿元， 其中投资 10 亿元以上项
目 24 个。 短短一个半月时间， 和润集团岳阳粮油深
加工及物流产业园、 哈工大机器人、 岳阳汽车滚装
码头等一批重大项目纷纷抢滩岳阳。

坚持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两手抓”， 岳阳大力
发展优势产业， 打出了延伸石化产业链条、 培育物
流千亿产业、 做旺文化旅游产业等“组合拳”， 全市
9 大优势产业实现了质量与效益“双提升”。 坚持国
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两并重”， 出台了“非公十条”，
遴选 30 家龙头企业， 实施为期 3 年的帮扶行动， 非
公经济迎来了新一轮发展的“春天”。

岳阳开放崛起风帆正劲、 恰逢其时。 岳阳人民
坚信， 在省委、 省政府坚强领导下， 岳阳开放崛起
的脚步一定会越走越坚实， 建设湖南发展新增长极
的宏伟蓝图一定能够变成美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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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绿色一起“生机盎然”

岳阳市君山区农家乐悄然兴起，成为秀美乡村的一道风景。 王子恒 摄

珍禽恋洞庭。 徐典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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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在“长高”。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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