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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帅故里展新颜
———衡东县改革开放 4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纪实陈鸿飞 罗 华 章焱平 周 健

湖湘中脉，寿岳东麓。 元帅故里衡东如凌空展翅
的雄鹰，翱翔在湘江之畔。

衡东因地处南岳衡山之东而得名，1966 年从衡
山县析出新置，总面积 1926 平方公里，总人口 78 万
人，辖 17 个乡镇，233 个村，23 个居委会，是罗荣桓元
帅故乡、“中国土菜名县”。

这里四季分明，田畴似锦,花果飘香,大自然赋予
这块宝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生产、 生活环境。
境内有湘江、洣水、永乐江三条河流，溪港交错，土地
肥沃，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盛产水稻、柑橘、茶
叶、油茶、竹木等，草市白茅洲的柑橘、三樟的黄贡椒、
杨梓坪的萝卜、杨桥的麸子肉以及衡东人自己培育的
“衡东大桃”油茶等地方特产享誉三湘。

这里神形山川，旖旎风光，玉落珠盘。 全县森林覆
盖率达 51.7%，茂林修竹，植被丰茂，生态环境良好，是
“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 南岳七十二峰的晓霞、彩霞、

凤凰三峰雄踞衡东。 锡岩仙洞景致清奇，唐代即被
赐封为“楚南第一景”；洣水风光带婀娜多姿，

风光殊胜，是湖南省级风景名胜区；罗荣
桓故居、欧阳海纪念馆、柴山洲特别区农

民银行旧址，诉说着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惟妙惟肖的
大桥剪纸、美不胜收的白莲皮影、红红火火的群众健身
活动、美味溢香的“衡东土菜”，处处彰显着衡东厚重的
文化底蕴和淳朴的民俗风情。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 “改革开放 40 年来，衡东人
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迎着改革的春风，紧跟发展的
节奏，迈实奋进的步伐。”衡东县委书记吴伟生话语铿
锵地说，勤劳、进取的衡东人民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
不断奏响改革、发展的强音。

“做好改革文章靠智慧。 悠悠万事，发展为大。 ”衡
东县委副书记、 县长徐志毅高兴地告诉我们， 近几年
来，新一届县委、县政府按照“五县五化”的发展思路，
坚持走“生态立县、农业富县、民营强县、旅游活县、和
谐兴县”之路，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
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开创了县域经济和
社会事业发展腾飞的新局面， 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

经济实力大幅提升
数据， 是能证明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

“温度计”，是宏观政策实施效果的“信号灯”，更
是人民生活品质变化的“晴雨表”。

看这些数据———
经济总量加速扩张。 1978 年，全县地区生

产总值仅为 1.43亿元。 随着发展速度的不断加
快， 全县经济总量快速扩张，2009 年突破百亿
大关，2014 年突破 200 亿元，2017 年达到
293.76 亿元，接近 300 亿，比 1978 年扩大 205
倍，按照可比价计算，年均增长 11.1%。

财政盘子逐年壮大。 1978 年，全县财政总
收入仅 739 万元，1985 年翻了一番，达到 1532
万元，1989年再翻一番， 达到 3164 万元，1995
年跨上亿元台阶，2013 年超过十亿元，2017 年
达到 12.76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173 倍，年平
均增长 14.1%。

金融实力大幅提升。 2017 年末，全县金融
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195.44 亿元， 为 1978 年的
1397倍，年均增长 20.4%。全县金融机构各项贷
款余额 83.46 亿元，是 1978 年的 213 倍，年均
增长 14.7%。 全县金融机构存贷比例为 41.7%。
经济实力的提升，验证了经济建设的成果。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三樟黄贡椒’成熟鲜果辣中带甜，皮薄肉

厚，口感爽脆……”今年 11 月 20 日，第三次全
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专家评审会在北京举
行。在评审会果蔬组答辩会上，衡东县委主要负
责人为“三樟黄贡椒”作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专
题汇报，顺利通过农业农村部、中国绿色食品发
展中心组织的专家评审。 这是该县第一个获得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身份证”的产品。

青山隐隐水迢迢，两岸田园景色娇。衡东是
个农业大县， 40 年来，县委、县政府以县情为
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提质为目标，全力推动
三次产业协调发展， 产业结构由 1978 年的
55.2:23.1:21.7 调 整 到 2017 年 的 15.4:34.3:
50.3，第一产业比重下降 39.8 个百分点，第二、
三产业比重分别提高 11.2、28.6个百分点，产业
结构从“一二三”优化升级为“三二一”。

———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夯实。 该县坚持农
业为本，把“三农”工作列为重中之重，认真贯彻
落实各项农村工作方针政策，逐年加大投入，不
断完善基础设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农业总产值由 1978年的 8588万元增加到
2017年的 83.37亿元，增长了 96倍。农业产业化
水平不断提高，2017 年全县农产品加工业实现
产值 135亿元， 规上农产品加工实现产值 63亿
元，市级以上龙头企业达到 34家，其中省级以上
龙头企业 7家。粮食生产总量从 1978年的 28.66
万吨增加到 2017年的 40.25万吨，是 1978年的
1.4倍。 多年来一直保持“全国产粮大县”“全国生
猪调出大县”“湖南省产油大县”地位。

———工业支撑作用持续强化。据了解，衡东
县民营经济发展曾创造 4 个“全国之最”：全国
最大的机油泵制造基地、钨化品生产出口基地、
精铜回收生产基地、咸蛋制品加工基地。但近些
年来，受多种因素影响，民营经济出现下滑。 据
介绍， 衡东县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民营强县战
略。 目前，该县已逐步形成了机械制造、有色金

属、化学化工、建筑材料、轻工陶瓷、农产品加工
六大支柱产业。

2017 年， 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展到
116 家； 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 205 亿元，是
1978 年的 387 倍，年平均增长 16.5%。 不断深
化供给侧改革， 加大工业技术更新改造力度，
2017 年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26.8 亿元，
占 GDP比重为 9.1%。

同时，衡东县委、县政府顺应新时代环境治
理工作要求，引导主要工业企业向工业园集中，
2017 年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 55 家， 园区
规模工业增加值占全县规模工业增加值的
67.5%。

今年 8月中旬，湖南·衡东乡村生态旅游文
化节开幕。 来自各地的上万名游客相约白莲镇
“千年白莲风情园”，在万亩荷塘中赏美景、看演
出、品美食、过七夕，尽情享受“荷美白莲·大美
衡东”的秀美风光、浪漫风情。

40 年来，该县现代服务业主导地位日渐凸
显。 县委、县政府坚持三产为翼，努力将第三产
业打造为拉动县域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新引
擎。 2017 年全县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147.79
亿元，是 1978 年的 476 倍，年平均增长 17.1%；
第三产业对 GDP 贡献率达到 63.7%，比第二产
业高 33.6 个百分点。 规模以上服务业发展迅
猛， 自 2011 年建立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制度
以来， 全县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均位
居衡阳市前列。 2017年全县拥有规模以上服务
业企业 21 家， 实现营业收入 4.90 亿元， 增长
52.9%，增速在全市排名第一。

“黄贡椒炒削骨肉、大浦血鸭、黄贡椒炒羊
肉、真塘鱼、大片驴肉……都是让人垂涎欲滴的
美味。 ”12月 2日上午，“衡东土菜中国行·中山
站” 推介会在广东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太阳城广
场隆重举行。 市民王庆说，吃衡东土菜，感受到
妈妈做菜的味道，家的味道。

秀美衡东，孕育出美味十足的衡东土菜；衡
东土菜，让秀美衡东更具韵味更添风采。

走进衡东，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乡村的画卷。
这里，充满着乡韵，乡情，乡味，乡智。 深深呼吸
的是新鲜空气，流连忘返的，是心灵的归宿。

全域旅游快速发展。 2017年全县共接待游
客 340.16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5.35 亿
元。“土菜名县”扬宇内，天下美食在衡东。 近几
年来，该县成功举办了四届“土菜文化旅游节”，
有力促进了土菜、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土

菜产业链产值逐年快速增长， 去年达到 40 亿
元，“中国土菜名县”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成为
湘菜的荣耀，香飘九州，名扬海外。

城乡面貌华丽蜕变
“20年过去了，我与我的小城不离不弃。 20

年后，也许我会走遍千山万水，甚至漂洋过海。
但是，不管小城的未来如何变化，也不管我将要
停落多少个地方，年轻时我不曾远离我的小城，
年老时，我更会与她生死相依。 ”这是衡东县一
位作者在散文《吾心安处是衡东》的一段话。

衡岳故郡，衡东新城。 40 年来，衡东县委、
县政府不断加大投入， 统筹推进城乡基础设施
建设，加速城乡融合发展，城乡面貌实现了全面
改观，完成了华丽蜕变。

城镇建设日新月异。 衡东县城依托三面环
水的地理优势，按照“宜居宜业宜商宜游”的定
位，大力实施“东优西进、南移北拓”战略，拉开
了城市骨架，扩大了县城规模，“一江两岸”的格
局逐步形成。城区建成面积由 1978年的不到 1
平方公里增加到 12.1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由不
足 6000 人增加到 12 万人， 建成主次干道 40
公里。 深入实施“净化、绿化、美化、亮化”工程，
干净整洁已成市容常态， 成功创建省级文明县
城。 加快特色小城镇建设，新塘镇荣获“全国重
点镇”称号，霞流镇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乡镇。
2017年，全县城镇化率达到 40.7%。

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该县扎实推进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 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率达
100%， 生活污水处理率达 64%。 加快农村水、
电、路、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建成规模以上农村
安全饮水工程 38 处，覆盖全县 70%的行政村；
2017 年全县农村公路总里程为 2440 公里，农

村通班车率达到 99.5%；“村村响”“户户通”覆
盖全县所有行政村，农网升级改造全面完成。全
县完成 62个“秀美村庄”建设，白莲镇马房村获
评全国文明村，杨林镇潭江口村、大浦镇堰桥村
和堰城村成功创建省级生态村。

“去年以来，洣水河水质明显好转，水面清
澈， 河面漂浮物明显减少。 ”11月 28 日早晨 7
时左右， 衡东县冬泳爱好者李金成来到县城横
渡洲，参加县冬泳协会组织的冬泳活动，他说，
洣水河水质变好，实行河长制管理功不可没。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近年来，衡东县委、县政
府制定“生态立县”战略，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
出位置，举全县之力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环境问题。 着力打好水、土、气三大攻坚战，
全面完成湘江保护治理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投
入近亿元资金推进洣水三年保护行动计划，湘
江、洣水水质常年分别保持在Ⅱ类、Ⅲ类以上水
平；代表衡阳市顺利通过全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考核。 全县城镇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83%，森林覆
盖率达到 52.7%，洣水湿地公园获评国家湿地公
园，衡东的天更蓝了，地更绿了，水更清了。

社会事业齐头并进
“现在，同学们坐在学校新食堂干净整洁的

餐桌上吃饭， 感到很高兴。 ”12 月 1 日中饭时
分。 我们来到衡东县南湾乡偏远的山区学校南
湾学校，初三学生单斌辉说,� 3 年前，同学们吃
饭居无定所， 晴天站在树下吃， 雨天蹲在屋檐
下，每顿饭都吃得很不爽。 现在，学校新建了食
堂，每顿饭吃得舒舒服服。

据了解， 近 3年来， 全县共投入改薄资金
3.78亿元，实施改薄项目 590个。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我们要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持一颗百姓心，常怀
一份百姓情，多办一些百姓事。”诺重于山，行胜
于言。 40年来，衡东县委、县政府在狠抓经济建
设的同时，统筹推进各项社会事业，努力让改革
发展成果惠及全县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
感、 安全感不断增强。 2017 年全县民生支出
28.26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80.0%。

———教育事业快速发展。 40 年来，该县坚
持教育优先，实行多项改革措施，全方位推进教
育事业发展。 目前，全县拥有中小学 158所。 其
中，省示范性高中 2 所，市示范性高中 2 所，教
育资源得到有效整合优化。 至 2017年末，全县
学前教育入园率 86.6%，小学、初中适龄少年儿
童入学率和巩固率分别达到了双 100%和
99.8%，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92.9%，全县劳动力
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 9.6 年。 加快薄弱
学校改造，累计实施改薄项目 550个，改造校舍

及附属设施 28.7万平方米。 2017年，该县被评
为全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先进县。

———文化事业日益繁荣。 40 年来，全县文
化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全面加强， 群众性文化活
动日益丰富。 2017 年末，全县拥有各类艺术表
演团体 3 个，文化馆 1 个，公共图书馆 1 个，博
物馆、纪念馆 3 个，档案馆 1 个，农家书屋 561
个。 全县公共文化体育设施面积为 172.7 万平
方米， 人均拥有公共文化体育设施面积为 2.7
平方米。荣桓镇入选首批湖南省经典文化村镇。
成功举办“全民健身毅行”“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文明衡阳·鼓舞衡东”等文体活动，群众文体生
活更加丰富。

———卫计事业成果显著。“小病忍，大病挨，
重病才往医院抬”，这是以前农民怕看病的形象
说法。 40 年来，该县逐步建立健全了覆盖城乡
的医疗救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社区、村组卫
生服务从无到有，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实现
全覆盖。 至 2017 年末， 全县有医疗卫生机构
498 个，每千人拥有执业医师数 2.6 人，每千人
拥有床位数 4.7张。 先后获评“全省卫生先进县
城”“湖南省农村中医建设先进县”，大浦镇中心
卫生院成功创建“全国百佳乡镇卫生院”。 从
2006年至 2015年， 该县连续十年被省考核评
估为“人口计生工作一类（先进）单位”。

———底线工作稳步推进。 40 年来，该县牢
固树立底线思维，坚持不懈抓好安全、信访、综
治维稳等底线工作， 先后 6 次获评全省安全生
产工作先进单位，2012 年成功创建湖南省安全
生产示范县。推行信访“四三二一”工作法，在衡
阳市率先启动“轻刑快办”，信访工作经验获国、
省推介。 深入推进“平安衡东”建设，大力开展
“打黑除恶”专项整治，全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民生福祉惠及百姓
行稳致远，不忘初心。 40 年来，衡东县委、

县政府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
改善民生视为最大的政绩，竭力增进民生福祉。
伴随着改革的春风、发展的步伐，衡东人民的生
活愈加美好。 2017年全县小康总体实现程度达
到 90.3%， 在衡阳市七个二类县区中率先实现
小康达标。

———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全县社保、医
保、失业、工伤、生育保险 5 大社会保障体系全
面形成。 至 2017年底，全县城乡居民医保参保
率和基本养老服务补贴覆盖率均达到 100%，
每千老年人口养老床位数达到 32.5张。 城乡社
会救助体系不断健全，建立了城乡医疗救助“一
站式”即时结算机制，定点医疗服务机构达 40
家。加大住房保障力度，近年来累计建设廉租房
1726 套、 公租房 5690 套， 完成棚户区改造
2301户，农村危房改造 4363户。

———居民收入大幅增长。 截至 2017 年底，
该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314 元，是
1978年的 172.8倍，年均增长 14.1%；在岗职工
年平均工资由 1978 年 541 元提高到 2017 年
50854 元， 增长了 94 倍。 人均储蓄存款为
25995 元，人均住房面积达到 57.8 平方米。 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年均 15.1%的速度递增，
2017 年达到 99.08 亿元，为 1978 年的 245 倍，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到
23.4%、23.9%。 物质的丰富、收入的提高，促进
了消费观念的转变。 衡东居民从过去“一衣多
季”，到现在“一季多衣”。 从过去的吃饱、吃好，
到现在的吃出文化、吃出健康。从以前的矮旧平
房，到现在的公寓楼、电梯楼。 从过去的走街串
巷，到现在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群众
的衣食住行发生了深刻变化。

———脱贫攻坚卓有成效。 40 年来，衡东县
委、县政府始终致力推动发展生产、消除贫困。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进
一步增强脱贫攻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层层压
实责任，细化扶贫措施，贫困人口不断减少，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 2014年以
来，全县累计减少贫困人口 21294 人，减贫率
达 66.5%，年均减少 4258 人，实施易地扶贫搬
迁 846 户 2281 人。 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的
5.81%下降到 1.82%。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踏着铿锵的脚步，站在新时代的发展起点，

衡东县委、 县政府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紧握发展“接力棒”，坚持不忘初心，顺应
群众期待， 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状态和求真务实
的作风，团结带领 78 万衡东人民，奔跑在推进
“五县五化”、实现全面小康的大道上，共同创造
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

这正是： 改革开放四十年， 山河巨变乐于
阗。千秋一洞藏诗画，两水三峰奏管弦。云梦赋，
状元联，英才辈出激情燃。 罗帅若问家乡事，七
彩云霞辉楚天。

旖旎风光、玉落珠盘的衡东县城一角。

衡东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大力营造良好营
商环境，着力帮助民营企业解决突出问题和实际困难。 图为县委
主要领导现场调研湖南朝阳重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谋划企业
生产经营工作。

衡东县政府鼓励引导
民营企业走提升产业层
次的转型发展之路。 图为
衡东县政府主要领导现
场调研湖南机油泵股份
有限公司。

湖南·衡东乡
村生态旅游文化节
开幕。 游客相约白
莲镇 “千年白莲风
情园 ”, 尽情享 受
“荷美白莲 ·大美
衡东”的秀美风光、
浪漫风情。

（本版图片均由
衡东县委宣传部提
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