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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县改革开放 40年发展回眸

亚 平 勇 平

岳阳县，倚名楼，傍洞庭。 一方古
老而神奇的土地， 一座年轻而精神的
城市。

1983 年，岳阳县恢复县建制。 一
群创业者带着 20 万元创业经费，来到
距离市区 23 公里的荣家湾，励精图治
筑新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
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性决策。 ”岳阳县
委书记田文静说，40 年砥砺奋进 ，40
年春风化雨，勤劳、进取的岳阳县人民
伴着改革开放的矫健步伐， 用智慧和
汗水不断奏响改革、发展的强音，摁下
社会发展的“快进键”。

“回首过去，历届县委、县政府，带
领全县人民沐浴改革春风，开拓创新，
砥砺前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岳阳县委副书记、县长曾平原说，一个
社会更加安定、民生更加殷实、经济更
加繁荣的 “和谐岳阳县” 屹立巴陵大
地，一个充满生机、充满活力、充满希
望的 “民本岳阳县” 正在洞庭湖畔崛
起。

岳阳县农业，一度依靠劳动力、土地和物
资的投入为主，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增长。

为了推动农业由“大”到“强”转变，该县着
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标准化和生态化水平。 以
“生产有标准、产品有标识、销售有规范、质量
可追溯”为目标，从 2013 年开始，每年确定一
批品牌创建重点项目。 目前，已形成 9 个农业
品牌。全县农产品注册商标达 80个，其中中国
驰名商标 1 个、省著名商标 16 件，“颐神源”鸽
肉荣获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金奖。

至 2017年， 全县已创建省级现代农业特
色产业园 5 个（新墙葡萄、枫树湾生态农牧、杨
林鸽业、黄沙街黄茶、清渠农业黄颡鱼）；筻口
猕猴桃、杨林鸽业、新墙葡萄、中洲蔬菜、月田
红薯粉等“一乡（镇）一品”的优势产业已然形
成；米业、茶业、竹业、纸业、色素、食用油等多
种农副产品生产加工体系日趋成熟。

至 2017年， 岳阳县已发展农业产业化省
级龙头企业 7 家、市级龙头企业 22 家、农产品
加工企业 310 家（其中年销售收入过 2000 万
元的有 41 家）、五星级休闲农庄 2 家、四星级
休闲山庄 2 家、三星级休闲山庄 3 家、国家五
星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园区 1个。

湖南杨林鸽业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成功
申报“湖南省农业标准化示范园”；以筻口、杨
林为中心的 12 万亩水稻基地被评为“全国绿

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全县被认定无
公害产品企业 28 家、绿色食品产品企业 3 家、
有机食品产品企业 1 家、无公害产地认证面积
28.3万亩。

品牌农业促进专业合作社日益增多。 至
2017 年，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达 554 家，其中
国家级示范社 11 家、省级示范社 15 家、市级
示范社 8 家，入社农户 3.8 万户。 农业机械化
水平迅速提升。 到 2017 年全县农业机械总动
力达到 83.3万千瓦，比 1983年的 1.58 万千瓦
增长了 51.7倍，年均增长 12.4%。

2017 年， 全县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213.29
万亩，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138.32 万亩，粮
食总产量由 1984 年的 33.28 万吨增加到
52.29 万吨， 年均增长 1.3%。 从 2004 年至
2017 年，岳阳县 3 次被评为“全省粮食生产标
兵县”，3 次被评为“全省粮食生产先进县”，5
次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岳阳县不断做实生猪百强县与水产品重点
县。 至 2017年，全县存栏 300头以上的生猪养
殖场达 413 家， 年出栏生猪 138.25 万头，比
1984年增长了 3.68倍；全县养殖水面 15.17万
亩， 水产品产量由 1984年的 0.44万吨增加到
2017年的 5.34万吨，年均增长 7.6%。

岳阳县正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高
歌迈进！

都市文明是繁荣的“晴雨表”，城镇建设是
发展的“温度计”。 建县初期，岳阳县城是个不
足 4000 人的乡级小镇，只有一条长 500 米的
简易柏油路。“光灰城，夜不明，没水喝，尽单
身”，是当时生活的写照。

为了改变县城“灰头土脸”的面貌，历届县
委、县政府的决策者甘当“铺路石”“拓荒牛”。
站在世纪之交的新起点上，新一届领导班子响
亮提出：构建“一核两圈”新型城镇体系，大力
实施“东扩、西移、南拓、北靠、中提”战略，围绕
建设“天蓝、地绿、水清、街美、人文明”的现代
文明县城，强力推进提质改造。

近年来，该县大手笔投入，完成 20 多项市
政基础设施建设，建成了厚德广场、县城污水
处理厂、城区天然气等一批基础项目；长丰路、
城东路改造、 城网改造等市政工程全面完成；
兴荣西路、五路交叉口中心广场、天鹅路与兴
荣路红绿灯已全部竣工……从硬化到绿化、从
绿化到净化、从净化到亮化、从亮化到美化，悄
无声息地实现完美蝶变！ 如今，行走在县城大
街小巷，幢幢高楼林立，条条街道洁净，处处绿
树成荫，路路华灯竞彩。

岳阳县积极融入“1+4+2”大岳阳城市圈，
推动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 近年来，累计投入
园林绿化建设管理资金 2.3 亿元，县城区新增

绿地面积 103 万平方米， 县城绿地率达
31.94%，绿化覆盖率达 35.12%，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达 7.2 平方米。 绿化总量大幅提升，整
座城市被层层绿色包裹，主色调由“灰黑”变
成绿色。

他们全面推进乡村环境整治，农村垃圾集
中处理率达 100%， 连续两年获得湖南省城乡
环境卫生整洁行动一类县和岳阳市农村环境
卫生整治先进单位。

站在全县发展的战略和全局高度，本届县
委、县政府把文明城市创建作为实事工程和惠
民工程来抓，县委书记田文静任政委，县长曾
平原任指挥长，统筹推进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为中心的各项创建活动。成功创建省级文明县
城、省级卫生县城、省级园林县城和国家卫生
县城。 目前，正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省级食
品安全县城，城乡更干净、更美丽、更宜居。

今日新荣城， 已形成以大环境绿化为
“基”、公园广场绿地为“面”、城市道路绿化为
“线”、庭院绿化为“点”的绿化网络格局。 漫步
在县城的大街小巷，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
一街一景观、一路一特色、一楼一特点，耳畔欢
声笑语，满目其乐融融，一座“城在绿中、水在
城中、人在画中、山水相映”的宜居之城、滨湖
新城初现雏形。

绿色城市美颜值

现代农业显活力

1983 年，县市分家之初，岳阳县的工业几
乎还是空白， 县直国有工业企业仅有 4 个小
厂， 年工业总产值 183 万元；5 家二轻集体小
企业，年工业总产值 96万元。基础差，底子薄，
工业发展举步维艰。

“无工不强，无工不富。 ”历届县委、县政府
决策者认识到，发展工业是“富民强县”的唯一
出路， 始终把工业发展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动员和组织各方面力量，打好工业强县的组合
拳，打基础，增后劲，拓市场，求发展。

特别是近年来，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实
施“工业强县”战略，强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
快工业园建设，打造工业标志性工程。 他们既
把“老板”引进来当“老乡”看，又把“老乡”请进
来当“老外”看，热诚相待，为其创造诚信环境，

提供优质服务。
在出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同时，岳阳县

还全面推行县级领导联系企业制度，为企业的
施工建设、开工生产、证照办理、环境整治、税
费优惠等提供便利服务。还成立重大项目建设
协调指挥部，为重大招商引资项目保驾护航。

通过践行“一线工作法”，提供一系列“保
姆式”服务，县域工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截至目前，岳阳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已成为全县产业集群、项目集
聚、发展集约的工业发展基地，工业已经形成
了生物医药、新型建材、机械制造、农产品加工
四大支柱产业。

强力推进“工业强县”战略，激起了县域经
济蓬勃发展的千层巨浪。 2017年，岳阳县工业

企业个数达到 410 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 142
家），安排就业 31629 人，比 1984 年分别增长
了 0.76 倍、3.18 倍； 完成工业增加值 136.73
亿元，比 1984年翻了 9.8番。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6.88
亿元， 比 1984年所有工业企业实现的利润总
额翻了 10.3番；实缴税金 3.94亿元，占全县财
政总收入的 40.8%。 89 家园区企业完成工业
总产值 418.2 亿元，四大支柱产业完成工业总
产值 465.91 亿元， 占规模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分别达到 72.2%、80.4%。

高新企业从无到有，2017年全县高新产品
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到 73家，其中高新
技术企业 16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家火炬重点
高新技术企业 1家。 全年全部高新企业实现增
加值 70.62亿元，占 GDP比重达到 21.18%。 该
县已连续 3年被评为湖南经济发展快进县。

外引内联强工业

“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雨天再也不用走
烂泥巴路了！ ”珠港村许爹的话道出了群众的
心声。 2018年来，岳阳县投入 8668万元，实施
自然村通水泥路 128公里，窄路加宽 49 公里，
危桥改造 7座， 农村道路安防工程 281 公里，
新建客运招呼站 55个。以县城为中心，以乡镇
为节点，村村互通、组组相连、方便快捷的城乡
交通网络越织越密。

建县之初，岳阳县虽有京广铁路和 107 国
道贯穿南北，西面有洞庭湖为依托，但交通相
当闭塞。 1983年，全县公路总里程 1160.55公
里，其中国道 95.7 公里，省道 173.35 公里，市
支线 326.8 公里，乡村线 601 公里，按路面类
别分，沥青路面公路 123 公里，其余均为砂石
路面。

道路通则百业兴。 35年间，岳阳县积极争
取各方资金，全县交通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京珠高速、岳望高速、107 国道、京广铁
路、武广高铁、岳平公路、岳汨公路、岳荣新公
路贯穿全县。

到 2017年，全县公路里程数达 2907.6 公
里（不含高速），比 1983年增长了 2.5倍。 按公
路行政等级分 ， 国道 78.693 公里 、 省道
350.613 公里 、 县道 371.565 公里 、 乡道
572.889公里、村 +专用道 1533.84公里；按公
路技术等级分，一级公路 69.005 公里，二级公
路 87.041 公里，三、四级公路 2703.044 公里，

等外公路 48.51公里。
“把公路修到农民家门口，把车站设到农

民家门口，把班车开到农民家门口！ ”便利的交
通条件，让百姓出行结束了“晴天一身汗、雨天
一身泥”的尴尬。 截至目前，乡乡通油路，村村
通水泥路，县、乡公路硬化率达 100%，村道硬
化率达 100%。 2017年，全县货运量达到 1468
万吨，货运周转量 70253 万吨 / 公里；客运量
3754万人，客运周转量 26002万人 /公里。

2009 年，岳阳县开通了县城公交，现有城
市公交公司 1 家，公交线路 5 条，公交客车 53
辆，站点 251 个，公交线路全长 41.5 公里，覆
盖县城及附近 5 个村、18 个居委会，年运送旅
客量 650 万人次；出租汽车公司 1 家，出租车
辆 150台。

一条路就是一条经济带，一条路就是一个
经济增长点。 前不久，公田镇飞云村与旅游开
发公司达成初步投资意向，计划依托龙泉山发
展乡村旅游。 三叶能源公司计划投资 8 亿元，
在位于高山上的步仙镇北斗岭村实施风力发
电项目。

该县还着眼便利的水运优势，投资近 2 亿
元，建成 2000 吨级（兼顾 3000 吨级）鹿角码
头散货泊位和多用途泊位各 1 个，设计年吞吐
量 150万吨。目前，项目已建成投入运营，预计
年带动县域经济近亿元，连通长江的“黄金水
道”又将重现昔日的繁华。

交通建设通四方

近年来，岳阳县不断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
设。 至 2017 年， 全县公共文化设施面积
141.72万平方米，人均 1.904 平方米。 全县有
花鼓戏传承剧院 1个、艺术表演团体 20 个，文
化馆 1个、 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192 个，实
现了所有行政村社区全覆盖。 有公共图书馆 1
个，总藏书量 70 千册，农家书屋 565 个，实现
全县覆盖。 有博物馆 1 个， 馆藏文物 264 件。
2015 年开业的岳阳县首家城市数字影院———
岳阳县富安国际影城，极大丰富了全县人民的
生活。

该县增大基础教育投入力度。 2017年，全
县教育投入共计 5.73亿元，占全县财政收入的
一半以上，比 2008年增加 4.43亿。教学条件逐
年优。 2017年教育建设项目共投入 9209.1万
元， 改造校舍面积 62907平方米。 至 2017年
底， 全县各类学校占地面积 269.34万平方米，
校舍建筑面积 64.42万平方米。 培养了一大批
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 2017年，大中专院校在
本县录取人数为 3176 人， 比 1984 年增加
2406 人； 其中本科 1607 人， 占录取人数的

50.6%。 教育普及程度明显提高。 2017年，全县
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均为 100%，小学
毕业生升学率 100%； 初中学生巩固率达到
98%以上， 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升学率达
90.9%以上。 科学有效地化解了特大班额问题。

岳阳县不断优化公共卫生体系建设。2017
年末，全县共有卫生机构 37 个，卫生技术人员
2410 人，比 1984 年增长 1.2 倍；卫生机构床
位数 2775 张，比 1984 年增长 1.5 倍。 全县每
千人拥有卫技人员及床位数分别为 3.32 人和
3.82 张， 分别比 1984 年提高 1.82 人和 2.33
张。 卫生事业的提高，促使居民健康水平显著
提高， 全县人口死亡率由 1983 年 6.68‰下降
到 2017 年的 6.09‰， 婴儿死亡率由 2000 年
21.31‰下降到目前 2.72‰，5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由 2000 年 27.11‰下降到目前 4.14‰，全
县平均寿命由 65岁上升为 77.3 岁左右，35 年
间人均寿命提高 12.3 年。 该县把脱贫攻坚作
为重要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2018
年又有 17 个贫困村摘帽，6060 人脱贫， 全县
综合贫困发生率控制在 2%以下。

该县不断改善体育基础设施。 2009年，对
原体育休闲广场升级改造， 命名为“厚德广
场”， 建筑面积 31100 平方米；2013 年新建荣
湾湖广场，占地面积 81735 平方米；2016 年建
有高标准足球场、塑胶跑道、乒乓球区、羽毛球
区、多功能健身区、休闲走廊以及诗词文化墙
的梦园对社会开放；占地 200亩的城南河风光
带一期工程已经竣工并对社会开放，二期工程
正在建设之中。

至 2017 年，全县乡、村、学校、企、事业单
位建有羽毛球场、乒乓球场、篮球场、田径场等
运动场地（馆）920 个， 面积达 1064629 平方
米， 人均拥有公共体育设施面积已达 1.52 平
方米；全县体育协会达 11 个，其余体育团体、
俱乐部、健身队伍达 200余支。 2017年全年组
织全民健身活动 20 次， 全县参加健身活动的
群众达 18万多人次。

“光灰尘，夜不明，喝井水，尽单身”，曾经是
荣家湾这座小城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 历经改
革的阵痛，如今已脱胎换骨，焕然一新。 35年励
精图治，35年跨越腾飞。 73万巴陵儿女正满怀
激情与梦想，用勤劳和智慧，打造一个“生态型、
园林式、现代化”的魅力县城，一幅绿意盎然、安
定祥和的新家园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文教卫体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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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质改造后的高新技术产业园。 许伟军 摄

黄沙街茶场。 王根良 摄

岳望高速荣家湾入口。 许伟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