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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昭山示范区宣传办提供）

———来自湘潭市的报道之十一
（2018）

“绿心”昭山：
———湘潭昭山示范区 2017年经济社会发展精彩回眸

蹄疾步稳阔步前行
� � � � 过去的一年 ，
我们蹄疾步稳 ，争
位赶超，实干兴区；

过去的一年 ，
我们谋在前沿 ，干
在前列，律在人先；

2017 年， 全体
昭山人民承担着生态保
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
重使命，留下了一串创新发展
与负重奋进的闪亮足迹，一个个
饱蘸真情的故事在湘江之滨、昭
山脚下汩汩流淌……

� � � � 2017 年，湖南健康产业园核
心园区落户湘潭昭山， 这里瞬间
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湘江水连南海潮，健康产业
看昭山。 4 月 24 日，湖南健康产
业园专题招商会亮相深圳“港洽
周”， 吸引了 160 余家客商及投
资机构参会，现场发布包括高端
专科和综合性医院、中医养生体
验会馆、旅游生态谷、产业投融
资平台、 体外诊断研发制造、医
疗器械检测研发中心等项目 22
个，签约项目 12 个，签约金额达
238 亿元。 这批项目落地后，将
有力推动湖南健康产业园核心
园区（昭山）建设提速提质。

如果说“港洽周”是昭山示范
区主动走出去招商引资的一个生
动缩影，那么，健康产业高峰论坛
则是该区诚邀行业精英齐聚昭山
共谋发展的一次成功探索。

7 月 15 日，“中国中医药信
息研究会中医药基因分会成立
大会暨精准医疗与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在昭山两型
产业发展中心举行，中国工程院
院士印遇龙等来自全国各地的
近 300 名中医药和生命健康领
域的专家学者、 优秀企业代表、
资深投资专家和媒体记者参加
了本次盛会，共同探讨中医药传

承及向精准医疗转型升级创新发
展的新思路、新理念、新举措、新
模式。中医药基因分会挂牌昭山，
标志着全国首个中医药与基因科
学的学术研究、开发、交流平台正
式成立， 给我国中医药和基因行
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一年来， 湖南健康产业园核
心园区（昭山）建设稳步推进：搭
建了运营平台， 省市出台了支持
政策，正在积极组建基金，园区概
念性规划策划、 征地拆迁工作基
本完成， 与美国洛杉矶湖南总商
会签订委托招商协议， 恒大健康
产业园、北大未名（昭山）医学创
新示范园、 惠景生殖与遗传专科
医院、 三医创新中心等首批入园
项目即将动工兴建，CDSS 临床诊
断辅助决策系统、 新途病理检验
中心、 蛋白质亚细胞定位芯片和
精准医疗等成功签约，湖南(昭山)
国际创意港和大健康产业孵化基
地启动， 湖南健康产业展示馆建
成并开馆……

“健康产业与昭山的发展定
位十分契合。 我们要抢抓机遇，组
建精干服务团队， 建立科学运行
机制，引进有技术、有绝活的‘高、
精、尖’企业入驻，提升园区的魅
力值和影响力。 ”区党工委书记成
秋兴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 � � � 如果说首届芒果音乐节、2017 年湖南昭
山文创产业发展论坛、 昭山仰天湖多媒体水
舞声光秀、 湘潭动漫嘉年华暨首届旅游节开
幕式、“相约昭山·奔跑七星”活力跑等文化活
动及文创产品让人们领略到昭山独特的文化
魅力， 那么，2017 年 9 月 12 日从文化部传来
的喜讯： 湘潭昭山文化产业园成功入榜第一
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创建资格名单，
成为我省唯一入围的文化产业园区， 预示着
这座绿意盎然的文化新城， 已经开始全新的
起航……

项目建设是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要
素。2017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火热开放，
不去海边，在家门口就能尽情享受热带海滨风
情；昭山古寺完成落架大修，重现盛唐风采，山
市晴岚文化旅游项目加快推进；美丽乡村示范

片建设打造绿色发展样本，乡村记忆馆、昭山
晴岚书院正式对外开放，七星公路获评全省最
美农村公路， 迎来三湘四水的游客驻足游玩；
市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昭山挂牌成立，三
社美术馆(三社水墨艺术研究院)集创作、展览、
研究、交流于一体，成为湘潭艺术界新名片；国
际房车露营基地即将华丽登场， 中建·昭山印
象提升人居环境，云山美地民宿、七星农业观
光休闲园等令人期待……

以节会为亮点， 昭山文化产业园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大大提升：2017 年 9 月 2—3 日，
首届芒果音乐节在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火
爆上演。 全国首例“水上音乐节”，超 5000 平
方米炫丽水上舞台，蔡健雅、林宥嘉、黄家强
和陈楚生 &SPY.C 大咖云集，芒果舞台、潮舞
台、萌舞台三大舞台不间断演出，两天两晚的

节会让 6 万游客和歌迷嗨翻全场， 尽享视听
盛会；2017 年 9 月 11 日，湖南昭山文创产业
发展论坛在昭山举行，8 家文创企业、 大健康
类企业和项目团队签约落户。 围绕“消费升级
时代，如何壮大湖湘特色文创产业”的主题，
多名文创领域专家学者论道昭山， 探讨湖南
文创产业发展之道；2017 年 10 月 28 日下
午，“相约昭山·奔跑七星”在绿水青山间活力
开跑，湖南电视台著名主持人 YOYO 领跑“优
吖粉红跑”美丽助阵。 当天晚上，湘潭动漫嘉
年华暨首届旅游节在昭山仰天湖音乐喷泉广
场震撼开幕……

构建健康文旅产业新格局，担当争位赶超
发展新标杆！ 展望未来，昭山有一个文旅赶超
的梦想，在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的路上，该区精
心打造的文旅之城越发清晰。

� � � �无需再绕道，从湘潭昭山可直接上京港澳
高速公路了！2017 年 11 月 28 日，京港澳高速
昭山互通正式通车。 首批 40 台车从昭山收费
站鱼贯而入，径直驶上京港澳高速，感受快捷
的长潭之行。 这是连通昭山和京港澳高速的
新出口，开辟了长株潭腹地新的通道，对于进
一步拓展昭山发展空间， 提升昭山在长株潭
乃至全省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地位和辐射带动
作用有着重要意义。 除了京港澳高速昭山北
互通， 沪昆高速昭山南互通也正在办理开通
运营手续。

文明新风劲吹绿心沃土， 昭山荣获湘潭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单位”。63 项

创文工程全面完成，“脚步为亲， 越走越亲”
“千万帮扶”“连心惠民” 等深入群众听取民
意，“文明家庭”“道德讲堂”“文明大舞台”等
全民参与寓教于乐，志愿服务、专项整治让
城市形象和人居环境大幅提升， 支部带动、
党员示范引领全民创文热潮……昭山示范
区持续创新工作机制， 坚持以创建为民、利
民、惠民促发展，文明创建成为一项没有句
号的工程。

扎实推动精美湘潭行动计划，全面推进园
区基础设施建设，仰天湖景观及配套工程基本
具备对外开放条件，湘江风光带昭山段、王家
晒渠水系改造、河东二污配套管网工程、高速

公路沿线农村风貌改造等项目快速推进；两型
建设持续发力，玉屏、白鹤成功申报省级美丽
乡村、市级两型村庄；昭山水利工程快速推进，
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获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8.8 亿元贷款支持……

如今，夜幕降临，昭山城铁站广场灯火通
明、人头攒动，附近群众纷纷来到这里漫步、健
身，载歌载舞，其乐融融；昭祥安置区内，环境
干净整洁，车辆摆放有序，党的十九大精神宣
传标语随处可见；昭山仰天湖公园，水杉婆娑，
白鹭纷飞，一片怡然自得的景象；长株潭大市
场， 外墙粉刷一新，3000 多家门店诚信经营，
秩序井然……

� � � �“没有党的好政策，我哪能住上这样好的
房子！ ”2018 年 1 月 24 日，昭山镇玉屏村 63
岁的村民罗建新在宽敞的新房内开心地说。
罗建新的土砖房建于上世纪 60 年代，因年代
久远，多处开裂，墙体歪斜，成为危房。 在昭山
精准扶贫活动中， 该区的干部职工帮他改造
危房，圆了他的新房梦。

这只是昭山示范区精准扶贫的一个缩
影。“扶贫先扶志，脱贫先脱懒。我们通过上门
走访和教育引导，让村民克服等靠要思想，主
动提升生产技能，掌握脱贫致富本领，增强自
我造血功能，变‘要我富’为‘我要富’。 ”区党
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劲松说。

2017 年，该区圆满完成省、市级民生实事
19 项，涉及新增城镇就业、农村公路安保设施

建设、资助解决农村特困户建房、孕产妇产前
免费筛查、棚户区改造等，大量“真金白银”的
投入让老百姓切实分享了发展的“红利”。

同时，“脚步为亲，越走越亲”温暖万家灯
火，“双优双提”让干部敢担当、有作为；“互联
网 + 党建”独树一帜，主题党日活动精彩纷呈；

“中国淘宝村”的金字招牌赫然醒目，党群活动
中心成为党员最温暖的家；党的十九大主题宣
传活动实现全覆盖，理论成果在《光明日报》刊
登；廉洁昭山行动常抓不懈，强化监督执纪问
责力度不减，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构建良好政治生态护航园区发展；抗洪抢险让
全体干群紧紧的团结在一起，守望相助共同谱
写人间大爱……

不忘初心，信念的光芒烛照未来！ 2017年，

在奋斗与收获中，在考验与坚守中，昭山蹄疾步
稳勇毅笃行！ 2018年，昭山将以行促实，用党的
十九大精神推动发展，瞄准“文化、旅游、健康、
养老、体育”五大幸福产业精准出招，全力打造
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全力建设湖南健康产业园核心园区， 在探索创
新中推动工作，在攻坚克难中开拓新篇。

胡宁 方芳

健康引领转型升级 产业助力绿色发展

文化旅游精彩纷呈 国家级创建资格榜上有名

城市功能不断完善 园区形象焕然一新

党建领航温暖人心 绘就昭山幸福底色

山市晴岚 方阳 摄

� � � � “港恰周 ”湖南健康产业园
核心区专题招商推介会。

� � � �湘潭动漫嘉年华暨首届旅游节开幕式现场。 � � � �首届芒果音乐节燃爆昭山。

“脚步为亲，越走越亲”将温暖送到群众身边。

湖南健康产业园核心园区项目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