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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十九大

永州，千年古城焕新姿名 片

———芙 蓉 国 里 尽 朝 晖·永 州 篇

聚 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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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业，宜游，更宜居
永州市冷水滩区梅湾办事处居民 刘仲林

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永州人，长期住在中心城区冷水滩区，感受了
冷水滩河东30年来从一片荒芜之地到繁华都市的发展全过程，尤其是见
证了近几年来，经过品质、活力新永州建设后的巨大变化，我更加爱上了
这座宜业、宜游、更宜居的新兴城市。

我在广东沿海地区做了20多年生意，几年前，由于年纪大了，结束了
在外漂泊生活，回到冷水滩定居。刚回来的时候，冷水滩区的城市发展虽
然有了一些规模，但“脏、乱、差”现象十分突出。作为地级市的永州，跟沿
海地区的小县城比，没有多少区别。

从2012年起，永州开始创建卫生城市，全城动手，清扫垃圾，改造农
贸市场和“城中村”，打通断头路，整治交通秩序，提升市民素质。到2014
年，永州中心城区的城市面貌有了巨大改观，短时间内相继捧回了湖南
省卫生城市和全国卫生城市两块牌子。

随之，品质活力新永州建设和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更让冷水滩河
东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在我居住的河东沿江路，2015年起进行提质改
造，建成了2公里多长的特色美食一条街，200多家美食店铺生意兴隆。古
色古香的建筑，生机盎然的桂花树、香樟树，沿江路旁碧波荡漾的百里
湘江平湖，清清的湖水，清新的空气……这样美丽的城市街道，与我在
广东沿海城市见过的最美丽街道相比，也毫不逊色。现在，我每天都要带
着小孙子在沿江路旁散步、游玩，生活非常开心、幸福。

尤其让我感到高兴的是，不仅我所居住的城市道路更宽敞、更整洁
了，通往外地的交通也更加便捷了。现在连接永州与外面世界的，有了
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民用航空。原来我们去深圳坐火车要一天时间，
现在吃了中饭上车，可以赶到深圳吃晚饭。由于交通条件大为改善，我
的很多沿海的朋友经常开车或坐车来永州看我，领略潇湘美景，感受悠
久文化。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整理)

数 说

社会扶贫网扶贫帮困
9月19日， 江永县潇浦镇和兴村中国社会扶贫网信息员葛小梅忙着

发货。今年，她把村里10多名残疾老人制作的手工艺品，拍成照片发到中
国社会扶贫网上，实现销售额近4万元。

今年，永州市在江永县开展试点，随后全市推广，在贫困村建起社会
扶贫网村级服务站，选拔信息员专门驻村，把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帮扶信息
通过手机等发到社会扶贫网上。到目前，全市在社会扶贫网累计注册贫困
户超过13万人、爱心人士超过21万人，发布贫困需求28万余次，成功对接
19万余次。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民生“微实事”便民利民
“蒋小军、谢永梅，你们的证件到了，请来村便民服务中心领取。”9月

15日，东安县芦洪市镇赵家井村干部潘红梅，通过“赵家村温馨服务微信
群”通知村民来领取他们申办的证件。

今年，东安县计划投资10.7亿元，建设农村养老托老室和留守儿童之
家等154个民生“微实事”项目，把政府“服务触角”延伸到基层“神经末
梢”，实现农村、社区群众需要办理的小事、急事、难事，都可以不出村、不
出社区就能办理。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智慧新田”创新管理
9月20日， 新田县委组织部收到该县陶岭乡东山岭村外出流动人员

郑土才在“智慧新田”反映的流动党员管理的问题后，立即与他联系，解决
了相关问题。

2014年以来，新田县建成全国一流县级云平台———“智慧新田”云平
台。将城区社区划分为66个网格，农村试点乡镇划为60个网格。将外出流
动人口聚集区域参照网格进行管理，在广东、广西、江西等省建立流动人
口党工委2个、党支部11个，划分网格11个。群众可通过网络反映相关问
题，推动干部下沉，“一对一”“点对点”零距离服务群众，初步构建了“天上
有云，地上有格，中间有网，掌上有端”的新型社会管理体系。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电商快车”脱贫致富
“香柚还挂在树上，早就被预订一空了。”9月25日，江永县铜山岭农场

河渊村农村淘宝合伙人蒋文洪高兴地介绍。目前，该村大部分农产品都通
过电商销售。

2015年10月，永州市与阿里巴巴、杭州甲骨文科技公司签订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11个县(市、区)与两家公司分别签订落地合作协议。紧接着，
淘宝网“特色中国·永州馆”上线运营，京东网“中国特产·永州馆”线上开
张，永州电子商务孵化园建成开园……永州成为全国首个所有县(市、区)
同时整体推进农村淘宝、 京东农村电商和满天星农产品质量深度溯源项
目的地级市。目前，该市在270个贫困村建立电商运营站点，“触电”贫困户
达3.6万余人。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从2014年4月动工， 到第一批产品下线，只
用了120天。在江华创造的‘九恒速度’，让我们自
己都感到有些意外。”九恒集团江华项目负责人尹
建平告诉记者，在江华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足不出
工业园就能办好所有的审批事项。人跟着事走，客
商从一开始就享受着全方位服务……正是因为不
断改革创新，2013年以来，江华的园区经济突飞猛
进，绩效评估综合考核和主要经济指标增幅连续4
年排名永州市第一。

江华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党的十八
大以来，为谋求发展，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坚定“没
有优势创造优势、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的发展思
路，强力招商引资，创新思路建园区，加速推进新
型工业化，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大力发展产业扶
贫，创新发展社会扶贫，将300多个扶贫经济组
织引进贫困村，取得经济发展和精准扶贫的双丰
收。

“江华现象”就是永州的缩影。近年来，永州市
委、市政府清醒认识到，作为后发地区，只有改革
创新才能实现后发赶超。在政府管理上简政放权，
出台湖南首个负面清单，为招商引资、发展产业指
明方向；在农村产权制度上，在全省率先开展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完成率居全省前列；在
社会治理机制上，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街道干部
下沉社区，拉开智慧城市建设大幕。

特别是今年以来， 永州市突出招商引资和园
区建设， 开创性地让城投和经投两个集团进入产
业项目领域，通过和客商共同注资的形式，让投资
者吃下“定心丸”，彻底扭转了永州在产业项目上

“招商难、难招商”的局面，先后引进远大住工等大
项目。今年上半年，全市17项经济指标增速有15项
进入全省前7名，其中6项排全省前三，发展增速基
本处于第一方阵行列。

在精准扶贫上， 在做好产业扶贫和专项扶贫
的同时，抓住中国社会扶贫网试点的机会，在贫困
村建起社会扶贫网村级服务站， 并选拔了一批信
息员专门驻村， 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上传帮扶需
求信息，激励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扶贫，
打造出一张连接爱心人士和贫困群众的社会扶贫
立体网，真正实现了扶贫开发由政府“单打独斗”
向社会“协同作战”的转变。目前，永州“社会扶贫
网”累计注册贫困户超过13万人，注册用户数、需
求发布数和爱心对接成功率在全国领先。

永州扶贫的用心、 用智得到回报。2014年至
2016年， 短短3年， 全市共减少贫困人口36.98万
人，贫困村脱贫出列131个，减贫率达54.2%，贫困
发生率从13.5%下降至6.2%。

金秋的永州，激荡着创新的活力，收获着脱贫
的喜悦。 千年古城焕新姿， 永州正在成为创新之
城、幸福之都。

永

州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左亚军 唐一平 胡纯亮

永州，千年古城。
这5年，乘着党的十八大春风，在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等一系列创建活动的推动下， 这座城市如
同凤凰涅槃，沧桑巨变。

这5年，脱贫攻坚捷报频传，招商引资硕果累
累，创新活力奔涌激荡，新一轮改革发展浪潮正席
卷永州大地……

这5年， 也是永州人民精神面貌变化最大，获
得感和自豪感日益增强的5年。

在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指
引下，一个日新月异、充满活力的永州正向我们款
款走来。

城市之变

霓虹灯亮起， 永州滨江公园又迎来了一天中
最热闹的时光。每天这个时候，家住宋家洲大桥河
西桥头的伍金贞， 都要沿着大桥来到这里散步和
跳舞。作为河西“原住民”，她见证了这里发生的每
一点变化。

修建于2003年的宋家洲大桥，是连接冷水滩
城区东西两岸的重要纽带， 但其河西桥头路段因
施工受阻迟迟未能完工，临时的连接路山高坡陡、
七拐八弯，当地人都称之为“拐州大桥”，这一拐就
是十几年。“以前这里路不通，车不能行，还都是泥
巴，穿高跟鞋都要没入半个鞋子。”9月15日，伍金
贞告诉记者，由于路不通，虽然距离河东仅一桥之
隔，10多年来，她没有从宋家洲大桥去过对岸。

2013年，永州市委、市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
度， 组织干部成功说服河西桥头的居民签订了搬
迁协议。2014年9月29日，“拐州大桥” 终于拉直，

“天堑”变通途。到2015年底，中心城区23条断头
路全部打通，交通内循环终于疏通。

路网是城市的血脉，血脉通畅，城市的发展就
能起飞。几年来，永州城市全面提质升级，城市规
模逐步扩大。 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由54.8平方公
里拓展到60.1平方公里， 人口由54万人增加到63
万人，基本形成中等城市框架。同时，城市的功能
日益完善。5年来， 永州中心城区实施城建重点项
目80个，累计完成投资109.2亿元。安置小区、棚户
区改造等一批惠民工程建成； 湘江风光带提质改
造，源味街开放运营；零陵路、翠竹路、湘江东路等
主要街道提质改造……受到百姓点赞。

今年以来，永州又打响了城镇提质、交通提
速、园区升级、旅游升温、脱贫攻坚、环境治理
“六大战役”。永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李晖在调研交通建设时， 首次提出将冷水滩
至东安快速通道、冷水滩至祁阳快速通道、上大
连接线、 冷水滩九嶷大道、G207零陵至双牌段
等5条道路“升格”为市政道路，加上之前连接
冷水滩和零陵的永州大道， 呼吁多年的“潇湘
城市群” 一夜之间有了雏形。 以中心城区为核
心，连接祁阳、东安、双牌等县 (市、区 )的“半小
时经济圈”也有了明确的目标。

在这个“半小时经济圈”的核心，永州南北连
城区域也步入实质性建设阶段。 永州市经投集团
总经理鲁耀纯是看着河东核心区从无到有、 从矮
到高发展起来的，他说：“这几年，地下管网、地上
道路、街区改造打下了坚实基础，城市品质有了很
大提升。从今年开始，这个趋势更加明显。南北连
城区域一直是大家的一个心病， 但随着今年12个
重大项目的陆续开工建设，‘一宫两馆六中心’、永
州大道地下综合管廊等标志性项目落地， 这里即
将崛起一座滨江新城， 将极大提升整个永州城区
的品位。”

几年前，无论是本地市民还是外来游客，永州
城市“脏、乱、差”印象深刻。其中，“城中村”就拖了
后腿。

“以前我们这里垃圾遍地，污水横流，那时
候亲戚都不爱来。” 零陵区日升村3组村民贺修
银告诉记者，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出门都不好意
思说是该村村民。“一是养猪户多，臭气熏天，环
境太差；二就是村民不讲文明，乱丢乱扔、乱搭
乱建。”

2013年，日升村的改造工作拉开序幕，零陵区
先后投资近600万元，将硬化水泥路通到了家家户
户，改厕、拆违等同步展开。村里还专门设置了文
明城市健康教育宣传阵地， 村民每星期都要参与
“卫生之星”评选活动，获得“卫生清洁户”的有奖
励。

“变化可谓翻天覆地。现在村里干净漂亮；养
猪污水没有了，自来水通到家家户户；乱扔垃圾的
没有了，村民逐渐养成了卫生习惯。”贺修银说。

同样的故事，在永州城区的许多角落上演。要
知道，永州先后改造的“城中村”有近百个之多。如
今，走在中心城区，许多“城中村”都干干净净。这
一切的变化， 源自永州市近年来持续推进的一系
列创建工作。

2015年春天，永州昂首步入国家卫生城市行列。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不仅让永州中心城区的基础设
施提质，在推动群众文明素质和自信心的提升上，更
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一创带多创，随后，永州
还相继开展了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交通管理模范城市等一系列创建工作。

高高的护城河，青砖、黑瓦……在零陵区，则上
演着另外一个故事。随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创建成
功，一大批历史文物重新得到修复。集儒释道三家
为一体的东山，正在启动其历史上最大的修复建设
工程……一座恢弘大气、极富文化内涵的零陵古城
将重现世人眼前。

在永州的决策者看来，所有的创建工作都是为
了那个最高荣誉———全国文明城市。 去年以来，永
州把“创文”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图书馆、文化艺术
中心等一批公共文化设施相继投入建设。随着创建
工作深入，不文明行为大幅减少，看绿灯过马路，给
老人让座等，正在成为这座城市的新风尚。

今年以来， 永州还把打好环境治理战役纳入
“六大战役”重要内容，提出了创建“全国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市”和“国家园林城市”的目标。现在，从永
州湘江出境的水质稳定达到Ⅱ类水质，空气质量也
稳居全省前列。

文明之变

创新之变

2016年6月23日，永州市城区。 张新国 摄

2016年5月5日，景色秀美的下灌村。 张新国 摄

2013年8月8日，夜色中的永州城。 张新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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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6日，祠堂圩枢纽。
张新国 摄

2017年4月23日，永州长丰汽车城。
张新国 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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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新品牌———

湘江源头
2013年5月发布的湖南省第一次水利普查成

果表明，湘江源头在我省蓝山县紫良瑶族乡(2015
年更名为湘江源瑶族乡)。具体发源地在该乡国家
森林公园的野狗岭，也就是潇水发源地。这一成
果，已得到国务院水利普查办和水利部的权威认
定。

此后，蓝山县以创建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
点示范县、湘江源头区域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县为契机，坚持生态优先，建设生态蓝山，保护好
湘江源头。同时，打响“湘江源头”品牌，大力发展
生态旅游产业，如今蓝山县已成为粤港澳地区的
后花园。 （刘跃兵）

文化名城展新姿———

零陵古城
“百闻不如一见，太漂亮了！”9月16日，山东游

客李向前连声说道。2016年9月以来，永州市零陵
古城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预计今年接待游客500
万人次。

零陵古城建设项目依托零陵这座拥有2000
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规划设计“一核三区四带”，
即古城核心商业区；民居文化区、古城配套区、古
城改造区；民俗文化展示带、潇水景观游览带、古
城古迹游览带、公园康体生态带。到目前，该项目
吸引商家550余家， 与50余家全国性连锁旅行社
签约，并与途牛、携程等旅游APP达成了初步合作
协议。

（刘跃兵）

东亚最早现代人———

福岩洞古人类遗址
9月17日，记者从省博物馆获悉，道县福岩洞

古人类遗址部分文物及标本， 拟亮相即将开馆的
省博物馆新馆。

福岩洞古人类遗址位于道县西北部乐福堂乡
塘碑村，2010年以来，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道县文物局
组成联合发掘队， 先后在福岩洞发现47枚人类牙
齿化石等。2015年10月， 中国科学院多位研究员
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宣布47枚人类牙齿
化石具有完全现代人特征， 表明8万至12万年前，
现代人已经在该地区出现。 这是东亚大陆目前已
知最早的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 （刘跃兵）

“一号水利工程”———

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
9月23日上午，涔天河水库电站首台机组并网

发电。
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

节水供水重大工程之一，也是湖南省“一号水利工
程”，是具有灌溉、防洪、下游补水和发电，兼顾航
运、灌区土地开垦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工程。工
程全部竣工后，可基本解决江华、江永、道县、宁远
4县潇水两岸的农田灌溉和人畜饮水问题，提高下
游沿河城镇的防洪标准，缓解当地电力供需矛盾，
并在湘江枯水期和特殊情况下向下游河道补水，
改善库区航运条件。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观赏银杏知名景点———

桐子坳村
9 月 10 日，双牌县茶林镇桐子坳村的 200 多

株百年银杏树，绿叶渐黄，不少游客“醉”在其中。
地处阳明山脚下的桐子坳村，有 200 多株树

龄 100 年以上的银杏树，其中 300 年到 500 年树
龄的古银杏树有 108 株。 近年，通过改善交通、完
善旅游配套设施等， 桐子坳村成为全国观赏银杏
的知名景点。 2016 年， 该村接待游客 30 多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 300 余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
达 7000 元。

（刘跃兵）

2013年11月27日， 考古团队考察道县福岩
洞。 何红福 杨雄心 摄影报道

9月9日，涔天河水库秋色撩人。 童迪 摄

5月15日，永州市零陵区零陵楼。
潘爱民 摄

9月8日，白鹭云集湘江源。
唐基造 李先志 摄影报道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2014年11月18日， 游客来桐子坳村观赏
银杏。 张新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