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策马扬鞭，雪中送炭
2018 年 12 月 21 日，冬天的山区，寒冷异

常。 早上，长寿镇金星村的村道上，一位笑意吟
吟的女干部，带着村干部四处奔波。 她时而停

下脚步，细看公路铺整的状况，时而询问村民：
“你家地里种了啥？ ”“现在村里的网络信号好
一些了吧？ ”

她， 就是挂职平江县委副书记的邢朝虹，
是财政部派往平江的扶贫干部之一。 自 2002
年 11 月起，财政部便将平江作为定点扶贫县，
开辟了从北京通往平江的爱心之路。 这条路，
财政部走了 16 年，走出了朱宪堂、王明臣、傅
道鹏、吕书奇、姜玉明、宋爱民、周扬培、杜婷、
张磊、龚锐、孙尉、易赟、高杰、张一翔、杨宇、刘
斌樑、邢朝虹等 14 批次 17 名“扶贫大使”。 特
别是 2018年 10月 20日， 财政部部长刘昆亲
临平江县调研指导督战脱贫攻坚工作，为平江
县鼓足了决战脱贫的士气。

在脱贫攻坚的最后关头，平江人民强烈渴
望着帮助他们脱贫致富的坚强力量，财政部因
此源源不断地输送爱心、充实队伍———

2017 年 7 月， 财政部科教司主任科员杨
宇来了；

2017 年 7 月， 行政政法司的主任科员刘
斌樑来了；

2018 年 2 月， 财政部党组增派经济建设
司交通处处长邢朝虹来了。

他们来到老区后，脚踏实地担当作为。 或
调研实情，翔实向部里反馈基层情况，为扶贫
大局出谋划策；或到各乡镇、村、工业园区、产
业项目等实地走访；或下田地、爬山头，和村民
一起干活劳作……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

情。 ”扶贫大使们关怀老区人民的贫困状况，
与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呼吸。 他们把自
己看作老区的孩子而非客人， 把扶贫之行当
做回乡探亲， 把自身的心灵寄托在老区的青
山碧水之间，全情谱写了一支奉献之歌、赤子
之歌。

平江县委书记汪涛说：“16年不离不弃、对
口帮扶，充分体现了财政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的政治担当，持续推进扶贫开发事业
的责任担当，始终心系革命老区、贫困山区的

情感担当。 ”

和衷共济，嘘寒问暖
“一踏上平江这块土地，我就感到了一种

责任、一种与平江融入到一起的感觉，我觉得
我就是平江人。 ”邢朝虹说。 2018年初，当财政
部选派她来此担任扶贫工作队长时，她义无反
顾，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克服无人陪伴即将中
考的女儿的困扰，毅然奔赴平江。

承上启下，播爱传情。 邢朝虹认真了解平

江的贫困情况，向部定点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反
馈、沟通。 她对照户脱贫、村出列、县摘帽的验
收流程和标准，到户、村、乡镇以及各扶贫行业
单位开展常态化检查督导工作。 她还督促抓好
部重点关注村出列工作， 包括协助抓好部内 5
个基层党组织共建帮扶村工作，督导帮助做好
财政部驻村第一书记工作。

身先士卒，不辞辛苦。 邢朝虹一到平江，就
迅速深入乡村。 她根据贫困实情，形成工作报
告、制订工作方案。她还提出了“12334”的定点
扶贫工作思路， 既着眼平江县于 2018 年脱贫
摘帽，又着眼摘帽后的长期稳定脱贫，还提出
“抓好三条主线、突出四方面工作”的理念。

邢朝虹认为不进行摸底，就无法更好地肩
负起引领脱贫致富的使命。 为此，在不到一年
的时间里， 她的足迹遍及了平江 100 多个村，
她和乡镇村干部下基层， 与父老乡亲拉家常，
了解群众的疾苦和诉求。

———国家财政部、省财政厅驻平江定点扶贫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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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台千载耀江南

上世纪 80 年代，岳阳城区还蜷缩在京广
铁路以西的狭长地带，比邻着广阔的洞庭，千
年古城显得格外瘦削。

岳阳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东扩、北靠、
西联、南延、中提”战略，城区范围扩展为 3 个
行政区和 3 个非行政区格局， 面积由不足 4
平方公里拓展到 120 平方公里， 岳阳楼新景
区、文化艺术会展中心、环南湖旅游交通三圈
等标志性工程应运而生，城市生态品质、宜居
水平快速提升。

40 年来，岳阳先后完成 4 次城市规划编
制，城乡面貌今非昔比：城镇化率由 1983 年
的 10.1%提高到 2017 年的 57.2%，形成了以
中心城区为核心、县城和中心镇为节点、各乡
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体系。

岳阳还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 规范村民
建房和农村“空心房”整治，涌现出一批美丽
乡镇、乡村，荣膺全国宜居城市百强、中国十
大活力休闲城市、中国十佳绿色城市。

堆金积玉笑古城

上世纪中期，国家在中西部地区开展“三
线建设”，岳阳趁此点燃了工业文明的火把。

40年来，岳阳产业园区从无到有，从弱到
强， 目前共有省级以上产业园区 11个。 2017
年，全市产业园区上缴工业税收 141.86亿元。

岳阳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特色产业来势
喜人。 7 个产业园区进入全省园区规模工业
增加值前 50 强， 绿色化工产业园跻身全国
前 30 强。

如今，岳阳已形成了石化、食品两大千亿
产业有力支撑，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
药等新兴产业多点发力的产业格局， 逐步实
现从农业大市向工业强市和“三产”旺市的历
史性转变。

秋日晴光喜晒谷
改革开放以来，岳阳围绕农业产业化、规

模化、机械化、信息化，发展现代农业，以“一
县一特”“一乡一园”“一村一品”为切入点，做
大做强优质稻米、优质蔬菜等八大主导产业，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他们打造了岳阳黄茶、华容芥菜、平江酱
干、长乐甜酒、湘阴螃蟹、临湘南竹、岳阳县葡
萄、营田栀子、陆城湖鲜、樟树辣椒、钱粮湖龙
虾等特色产业小镇。 目前，全市发展扶贫优质
稻 165 万亩、优质蔬菜 118 万亩、家禽 2950
万羽、双低油菜 178 万亩、名特水产养殖 110
万亩、优质茶叶 30 万亩、特色水果 48 万亩、
林下经济 70万亩。

2017 年， 岳阳粮食总产量 321 万吨，棉
花总产量 5.6 万吨，油菜籽总产量 22.4 万吨，
生猪出栏 720 万头， 水产品产量达 52.2 万
吨，水产品产量连续 28 年居全省第一位。 岳
阳农业生产实现了从自给自足到全省重要商
品粮和水产品基地的重大转变。

行道关河度若飞
40 年来， 岳阳经历了从步行、 单车、汽

车，再到高铁、航空时代的历程，水、路、铁、空
立体交通格局已然形成。 京港澳高速、武广高
铁、三荷机场以及岳阳大道、临湖公路等建成
投运，无不记录着岳阳交通的跨越发展。

老岳阳人都知道，以往从湖滨出发到岳阳
火车东站，须走南津港大堤，穿过主城区，“如
今，这条老路线改了!”2017 年，岳阳市民欢欣

鼓励，临湘至湖滨公路已全线贯通，首条城市
环线成气候， 原本需 50分钟的车程， 减少至
20分钟，大大缓解了主城区的交通压力。

如今， 岳阳通车总里程达到 20479公里，
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 394公里，二级及以
上国省干线公路达到 1288公里， 四级以上航
道里程达到 326公里，铁路通车里程达到 454
公里，高铁可直达 19个省市区，市域 1小时交
通圈、中心城区 30分钟交通圈初步形成。

龙城古埠正东风
岳阳是港口城市， 长江有 163 公里岸线

在岳阳，这里还有名矶———城陵矶。 1992年，
岳阳被列入国家首批“沿江对外开放城市”。

2004 年开始， 岳阳大步拓建松阳湖、新
港区、城陵矶深水码头。 2009年，城陵矶新港
一期竣工，对外开放进入崭新阶段。 岳阳获批
设立并建成运营“一区一港四口岸”，成为全
国唯一拥有 6个国家级口岸平台的地级市。

2017 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40 万标箱，
全市进出口总额达到 22.7亿美元， 跃居全省
第 3位。 同年，城陵矶综合保税区共完成进出
口贸易额 14.8亿美元，“桥头堡”名不虚传！

2016 年和 2017 年，岳阳连续进入“中国
外贸百强城市”榜单。 该市还先后与日本沼津
市、美国泰特斯威尔市、加拿大卡斯尔加市等
8个城市结为友好城市。2017年，首次在俄罗
斯、蒙古举办产业对接洽谈会，境外投资企业
增至 36家，覆盖 20多个国家。

千艘竞流向天际，风劲帆满意气足。 豪情
对外开放、开发，岳阳风景独好！

洞庭万顷吟风月

集名山、名水、名楼、名人、名文于一体的
岳阳，近年来，全力打造全域旅游，现有 3A级
以上景区 25 家， 其中国家 5A 级景区 1 个、
4A 级景区 3 个、省旅游强县 2 个、旅游名镇
5家。

东洞庭湖国际湿地生态公园、 君山野生
荷花世界、天岳幕阜山等景区破“蚌”成珠，岳
阳楼景区、圣安寺、平江起义纪念馆、“民间故
宫”张谷英古建筑群串珠成链，岳阳荣获首批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荣誉。

回首 1978 年，中国国际旅游社岳阳支社
成立，成为国家旅游局首批地方国际旅行社。
云梦宾馆是该市首家涉外旅游宾馆，随后，晓
朝、炮台山、岳阳、南湖宾馆等如雨后春笋而
出。 如今，全市有旅行社 43 家，酒店、民宿等
5500多家，星级酒店达 38家。

激荡前行的岳阳旅游业， 还在裂变中继续
新生，呈现出“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蔚然气象。

佳木欣欣以向荣
建设守护山青水美的生态之城， 是岳阳

市民的梦想。 40 年风雨沧桑，岳阳写下了一
首首生态文明建设的壮歌。

2018 年 4 月 25 日，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岳阳时， 勉励大家继续做好长江保护修复工
作，“守护好一江碧水”，岳阳人民备受鼓舞。

岳阳市委、市政府多次开会研究部署，整
改问题。 目前，20 项整改任务已销号 15 项，
剩余 5项有序进度。 其中，针对涉砂经营秩序

问题， 洞庭湖环湖地区取缔非法砂场码头
256 个， 长江沿线取缔非法砂石码头 39 个；
关闭长江岸线湖南段小散泊位 42 个，关停危
险渡口 13处，退出长江岸线 7302米。

下塞湖矮围事件发生后， 岳阳市立行立
改，在 17 天内即拆除非法矮围，恢复了自然
状态。城区 32处黑臭水体已整治 20处，剩余
12处正在整治。 中心城区最大的黑臭水体东
风湖已重现水清岸绿的面貌。

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 岳阳天更蓝、
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该市将环境整
治工作推向新的高度，谱写着生态新篇章！

云间东岭乐岁丰

2017年，岳阳吹响脱贫攻坚的集结号，攻
城拔寨，奏响了“小康路上不落一人”的主旋律。

市委书记刘和生要求脱贫攻坚“必须在
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
精准落地上见实效”。 全市从 732个单位选派
773 名驻村帮扶队员， 组建 316 支驻村帮扶
工作队， 从 42 个市直部门组成 12 个行业扶
贫工作组，奔赴脱贫攻坚前线。

建设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增加贫困
人口就业……岳阳市种养产业贫困村覆盖率
达 92.4%， 筛选了 10 个贫困村发展旅游业；
贫困村已建成并运营电商服务站 107 个，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155%。

硕果满枝，风景遍地。 2018 年全市共预
算财政资金专项投入 1.76亿元， 比上年增长
68%，整合涉农及部门资金 10 亿元，比上年
增长 48%；贫困发生率从 9.4%下降到 2.35%。

今日的岳阳，城市美丽，产业兴旺，道路
畅通，环境优美……她多姿的美丽，印证着巴
陵儿女的辛勤付出，吸引着万众的瞩目。 时序
更替，梦想前行，明天的岳阳，将向人们继续
展示她迷人的神秘魅力，可待可期！

巴陵山河纵豪情
——— 岳阳改革开放 40年发展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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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亚平 何梦君 郑天柱
平江， 是一方被台湾诗人余光中誉为

“蓝墨水的上游”的土地，悠悠汨罗江水自
东向西穿流而过，它承载着屈原、杜甫的忠
魂与文韵；平江还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之一，
90 年前，著名的“平江起义”在这里爆发，它
点燃了革命之火， 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
五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征途中，更
是有 25 万英雄儿女的血染红了汨罗江，有
52 位开国将军从这里走出， 这是一片红色
的革命热土。

然而， 承载着历史荣光的平江也曾是
一方贫瘠的土地。 境内高山广布， 耕地稀
少，生存环境较差。 该县共全县辖 24 个乡
镇、543 个村（居委会）、总人口 112 万，其中
农业户籍人口 98.6 万（2014 年），1986 年被
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 ，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村达 136 个 ，占
27.2%；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40869 户 141871
人，贫困发生率 14.38%。 截至 2018 年底，还
有未脱贫人口 3584 户 9345 人。

冬至时节，我们行走在平江的土地上，却
让人眼前一亮：一栋栋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硬
化的马路延伸到偏僻的山区， 山间的溪流被
引入到家家户户， 设备齐全的学校分布在各
个乡镇，越来越多的卫生室守护着村民健康，
4G 网络也在向乡村蔓延覆盖……好一幅脱
贫奔小康的美丽画卷！

是什么让平江人民脱贫致富、 笑逐颜
开？ 是什么让戴了 32 年贫困县帽子的革命
老区焕然一新？ 奔波在平江乡间的小路上，
我们寻找着答案。

邢朝虹关心童市镇的油茶产业。

徐亚平 何梦君 吴 广

张 璇 张脱冬 屈 艳

“洞庭天下水， 岳阳天下

楼。 ”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长

江、烟波浩渺的洞庭，孕育了博

大精深的湖湘文化，滋养了岳阳

这座江南重镇。 无数个日与夜，

巴陵儿女，勠力同心，开拓进取，

美丽着这一方富饶的厚土。

改革开放以来， 在岳阳市

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全市人

民团结一心，艰苦创业，岳阳发

生城市大变迁、 产业大变革、交

通大变化、开放大突破、生态大

变样……古老的巴陵大地发生

了沧桑巨变。

（下转 T19 版）

平江天岳新区。 唐新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