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潜力

张迎春： 湘潭是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
的家乡，“主席家乡”始终是我们湘潭最自
豪、最闪亮的名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席
家乡已经成为极具发展潜力的城市。

我们的潜力在于区位优势， 湘潭是中
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 全市拥有高速公
路 8 条。 高铁 3 小时可达粤港澳大湾区，
3000 吨级货轮直通江海。今年以来我们实
施了“湘潭向北”城市发展战略，完成了长
株潭轨道交通西环线建设前期工作， 启动
了芙蓉大道、 潭州大道等城际干道快速化
改造，湘潭正在加速融入长株潭“半小时经
济圈”。

我们的潜力在于产业基础， 作为建国
初期就被国家列为重点建设的 23 个工业
城市之一。 如今我们的智能装备制造 + 汽
车及零部件、食品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材料“1+4”重点特色产业规模工业增加
值达到 671 亿元。

我们的潜力在于科教资源, 作为湖南
第二科教中心， 湘潭拥有 12 所高等院校，
17 万多在校大学生，16 家国家级技术平
台和重点实验室，17 家国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15 名在潭工作的两院院士，11 万
各类科技人才。

我们的潜力在于发展平台， 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和支持湘潭发展，
把湘潭纳入多项国、省级发展战略，拓宽了
湘潭的发展空间。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区、
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长株潭衡“中国
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等含金量十足
的平台，将给湘潭新一轮发展带来政策。

关键词：活力

张迎春：今年以来，我们坚持一手抓发
展，一手抓化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向
好、稳中调优的良好态势。上半年湘潭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 7.4%，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1.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7%，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0%。 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19458 元、10371 元，
增长 8.2%和 8.5%，

实体经济活力更强。 抓实“产业项目
建设年”活动，切实以产业比实力、以项目
论英雄。 将产业链建设作为抓产业的重要
抓手， 成立了 13 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
办公室，着力建链延链强链补链。 强化产
业建设要素保障，抓好“智造”“登高”“入
规”“上市”四个关键环节，重点支持 10 家
企业打造国、省级智能制造项目，申报高
新技术企业 57 家， 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 13 家。

创新创业活力更强。 着力释放减税降
费红利，上半年落实减免税额 10.55 亿元，
新登记市场主体 1.2 万户 ， 同比增长
15.75%。 加快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上半
年申请专利数、 技术合同成交额等创新指
标排名全省第 3。 着力打造外向型经济，引
进“三类 500 强” 项目 6 个， 签约金额
110.3 亿元，全省排名第 4。

风险防控底板更牢。 实施了债务平滑
方案，探索了片区开发等化债新模式，有效
处置了重大风险点。 开展对平台公司清往
来、清资产、清土地成本与收益、清投资项
目“四清”审计，向平台公司注入优质资产
包，加快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守住了风险
底线。

关键词：动力

张迎春： 当前湘潭高质量发展还存在
短板，尤其是对比长沙等兄弟市州，差距还
很明显。我们将按照省委“外学华为，内学
长沙”的指示，向省会看齐，学习省会经验。

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我们决心从
五个方面接续奋斗。

向产业建设要动力。 围绕推动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
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同时我们将盯紧三
类“500 强”和行业单项冠军、隐形冠军等
重点目标企业，引进一批优质产业项目。我
们正在做大做强产业引导基金，建设“135”
工程升级版， 为产业项目落地提供有力保

障。全力抓好省“五个 100”、长株潭一体化
“两干一轨”等省市重点项目建设，加快补
齐产业基础短板。

向创新开放要动力。 深入实施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战略，围绕“智造谷”建设，实施
好“4 个 10”重大科技专项，推动一批重大
创新项目落地。 引导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力
度， 加快培育本地科技小巨人企业。 抓好

“智造莲城”创新成果转化项目路演，促进
产学研紧密结合。着力提升开放水平，用好
综合保税区等平台， 推动更多湘潭企业和
产品走出去。积极主动承接粤港澳、长三角
等区域产业、资金、技术转移。

向营商环境要动力。落实“巩固、增强、
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巩固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成果。 深化各领域改革，抓好《湘潭市
优化营商环境 28 条措施》实施，打好降低
实体企业成本组合拳， 引导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减轻市场主体负担。

向平台转型要动力。 完善债务平滑方
案，争取更多金融机构支持。厘清政府与融
资平台权责，做实平台公司资产，提升平台
公司信用等级，引进战略合作伙伴，提高经

营管理水平， 推动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取
得实质性进展。 在突出抓好防范化解政府
性债务风险的同时， 协调抓好其他领域风
险。

向园区发展要动力。抓好《关于加快推
进园区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落
地，突出园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突出园区
功能布局优化、突出加快园区转型升级、突
出提升园区承载能力、 突出推进园区绿色
发展、突出优化园区营商环境、突出加强园
区要素保障、突出深化园区机制创新、突出
园区财税体制改革、 突出完善园区考评体
系，让园区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
阵地、主力军。

———专访湘潭市市长张迎春

从“老湘潭”到“大美湘潭”
的跨越，日新月异的 70 年

曹炯芳：湘潭的“老”在于历史悠久，秦
朝时称湘南县，唐朝时改为湘潭县。湘潭的
“老”还在于产业布局，是国家“一五”“二
五” 时期部署的老工业基地， 产业家底厚
实。

70 年时光奔涌，白驹过隙。 新中国发
生了波澜壮阔的巨大变迁， 中华民族迎来
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我们在党中央、湖南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完
成了从“老湘潭”向“大美湘潭”的跨越。 我
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接近我们的梦想。

70 年艰辛探索，我们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从弱到强，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华丽转
身。 一代代湘潭人传承着“为有牺牲多壮
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刷新着历史：
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1978 年、1988 年、
1998 年、2008 年、2018 年分别实现 10.5
亿元、34.7 亿元、155.1 亿元、654.8 亿元、
2161.4 亿元，总量每隔十年翻两番。 从财
政收入情况来看，1978 年、1988 年、1998
年、2008 年、2018 年分别实现 1.8 亿元、
3.6 亿元、6.1 亿元、48.8 亿元、214.8 亿元，
每隔十年成倍数增长， 尤其是 2011 年过
100 亿、2017 年突破 200 亿元， 完成第一
个 100 亿元，我们花了 33 年，而完成第二
个 100 亿，却只花了短短 6 年。

70 年回眸与守望，“老湘潭”消失在历
史长河里，“大美湘潭”正向我们款款走来。
接续奋斗，我们站在了一个更高的起点，步
入了一个全新时代。我们正在按照“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践行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立
足湖南“一带一部”新定位，以发展为第一
要务，以“五化同步”为引领，让“伟人故里、
大美湘潭”的梦想照进现实生活。

从工业基地到产业新城的
跨越，产业发展的 70 年

曹炯芳：时光逝水流去，精彩留存在了
记忆中：70 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桥、中国路、中国港、中国楼等一个个
超级工程的背后，都有湘潭人、“湘潭制造”
和湘潭智慧的贡献，湘钢、湘电、江麓、华菱
线缆等老牌国企，进行了一次“湘潭力量”
的集中展现。湘钢钢材撑起港珠澳大桥、江
麓战车亮相国家大阅兵、 华菱线缆登上神
舟飞船，一批批湘潭产品陆续走向全国、走
向太空、 走向深海……200 多家企业乘着
“一带一路”东风，走向了世界。

“一五”“二五”时期打下的产业基础，
改革开放 40 年积累的雄厚实力， 让我们

阔步进入国家转型示范区行列， 老工业基
地开始向产业新城跨越。 我们拥有了国家
的战略支撑、良好的空间支撑、立体的交通
支撑、扎实的产业支撑、正向的人口支撑、
优势的科教支撑、宽广的平台支撑、厚重的
人文支撑，“八大支撑” 组成了大美湘潭的
核心竞争力。比如国家战略支撑，我们拥有
了全国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 长株潭（国
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 是“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全国科技进步先进
城市、全国文明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等等， 这些
“国字号”招牌为我们“撑腰”“助力”“加油”
“赋能”。

还是以数据为证， 我们的规模工业总
产值从 1978 年的 16.4 亿元增长至 2018
年的 3459.4 亿元，增长了 210 倍；我们的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从 1978
年的 14 亿元增长至 2018 年的 3177 亿
元，增长了 226 倍；我们的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税金总额从 1978 年的 8946 万元增长
至 2017 年的 46.3 亿元， 增长了约 52 倍；
我们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从

1978 年的 1.1 亿元增长至 2018 年的 80.0
亿元，增长了 71.7 倍。 产业新城蝶变出了
“一谷三城”（智造谷、汽车城、军工城、文创
城），发展更加稳健。

从消灭贫困到全面小康，
以人为本的 70 年

曹炯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经济日报
社日前共同发布的《2018 年中国城市竞争
力》报告显示，我们在全国 293 个城市中
排名 71 位，在湖南省入围城市中仅次于长
沙，位居第二位，是宜居宜业的首选之地。
我们的人均 GDP 连续八年位居全省第二，
被网友评为“最幸福”的三线城市。 这是我
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人为本谋
发展的结果。

70 年来， 我们的人均寿命由低到高，
达到了 76.5 岁；我们的城镇人均住房面积
由 9.11 平方米上升到 41.96 平方米，10 余
万户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 我们不断追求更有

质量的生活，从“吃饱”转向了“吃好、吃得
健康”，从衣着“御寒耐穿”转向了“美观、个
性、时尚”，家用汽车、个人电脑、移动电话
成为必备用品，视频电话、微信聊天、移动
支付融入了我们日常生活。 在绝大多数人
富起来的同时， 不能忘记在小康路上掉队
的贫困户，在脱贫奔小康的路上，我们坚持
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掉队。去年我们
的贫困发生率降至 0.36%。 在脱贫攻坚的
战斗中，胜利不会向我们走来，我们必须走
向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们坚持
人民所望即为改革所向、开放所向，任何时
候都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任何时候都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
赞成、 高兴不高兴作为决策部署的依据和
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准， 才使我们的发展更
具价值、更有意义。 最高的山是人，最长的
路是脚，我们将脚踏实地，开启湘潭发展的
新征程。

———专访湘潭市委书记曹炯芳

湘潭完成的“三个跨越”

发挥潜力和活力
� � � �湘潭这样接续奋斗

徐 荣

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笔者专
访了湘潭市市长张迎春，她用“三个关键词”介绍了湘潭当前经济
社会发展基本情况，展望湘潭未来的发展之势。

———来自湘潭的报道之一

徐 荣

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 在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笔者专访
了湘潭市委书记曹炯芳，他用“三个
跨越”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伟人故
里发生的变迁。

2019年8月6日 星期二
版式编辑 余怡陋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