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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湘潭的报道之六

生态文明不断提升，
绿色先行的“幸福歌”越唱越响

彭 婷 陶 妞

湘江滔滔，奔腾不息。 出株洲，向北方，却猛然折回，深情地绕向湘潭，留下一道

美丽的“U”型弧线。 于是，有了这片文明璀璨的热土，诞生了一个堆金砌银的聚宝

盆。 它就是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的重点区、湘潭市的首善之区———岳塘区。

70 载春夏秋冬，70 年硕果累累。 坚韧不拔、敢为人先的岳塘人民在这片沃土上

辛勤耕耘，砥砺前行，为把岳塘区打造成为“产业新高地、城市新样板、法治新标杆、

幸福新典范”的“四新岳塘”而不懈奋斗。

1992 年建区，逐梦前行。 现在，岳塘区已迈入“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区”“中国工业

百强区”之列，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先进区”“全省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先进单位”等

多项荣誉称号。 在时代的大潮中，岳塘区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谱写了一曲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乐章。

——— 湘潭市岳塘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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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6 日至 8 日，岳塘区委书记胡海军带队到全区 9
个街道，开展“关爱基层 加强基层建设”调研。 调研中，
村、社区干部围绕“如何给基层减负，更高效推动居民服
务”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8 月 9 日，胡海军立即召集基层
干部代表及区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召开“为基层减负·街
道社区与区直部门面对面”会议。

欲筑室者， 先治其基。 基层党组织是党执政大厦的
“地基”。 作为湘潭市中心城区，近年来，岳塘区委主动适
应城市化进程中的新情况和城市经济社会结构的新变
化，紧密结合岳塘实际，探索城市基层党建特点规律，推
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发展。 该区出台了《关于加强城
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文件，打造了“3456”
城市基层党建新格局， 构建了以街道、 社区党组织为核
心，驻区企事业单位、两新组织及各领域党建工作有机联
结、资源共享、功能优化的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体系。 城市
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持续增强， 党领导城
市工作和治理城市的能力明显提高。

针对城市新建小区党建工作缺失、 小区凝聚力不
强等问题， 岳塘区在 2018 年兼合式支部探索的基础
上，2019 年在全区推进了 60 个小区党建示范点。 发挥

党组织服务功能，定期开展活动，在化解小区矛盾、营
造和谐居住环境等方面发挥作用， 让党建功能融入居
民生活，满足群众需求，让居民找到主心骨，让党员找
到归属感。

在商务楼宇、商业街区，该区按照相邻相近、规模适
度、共建共享等原则组建了党建联盟。 君子莲商圈位于岳
塘区建设路口核心区，辖区内商务楼宇林立，云集了 1000
余家法人企业，150余个基层党组织，3000多名党员。为深
化城市基层党建，在市、区、街道党组织倡议下，君子莲商
圈党建联盟成立，建立起资源共享、事务共议的工作体系，
形成了“共驻共建共享”的区域化城市党建新格局。

针对商圈、市场等经营主体小而散，党员选择性“隐
身”等问题，岳塘区在岳塘国际商贸城、河东汽车城、金
阳水果城等专业市场积极开展党员“亮身份、亮职责、亮
承诺”活动，营造浓厚党建氛围。 引导 48 名党员商户带
头诚信经营，主动接受消费者监督。 开展诚信经营户评
比活动，让党建延伸到专业生产经营中，融入到城市发
展大局中，充分发挥党员在文明守法、诚信经营、优化服
务等方面的先锋模范作用，为促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党的建设不断夯实，基层党组织“火车头”效应明显

产业档次不断攀升，经济发展的高质量日益凸显

7 月 18 日，以“产城融合·赋能湘潭”为主题的 2019
小镇中国（湘潭）发展大会在盘龙山庄开幕。 以小镇为媒，
以发展为题，来自全国各地相关领域的嘉宾、客商共襄盛
会、共叙情谊、共谋发展。

会上，岳塘区的湖南金阳城与云通物流合作项目、岳
塘国际商贸城与怡亚通战略合作项目、 岳塘国际商贸城
与乐禾食品战略合作项目、 岳塘国际商贸城与快狗打车
战略合作项目、58 众创·乡村振兴创业园项目成功签约，
将为岳塘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动力。

70 年前的岳塘，经济发展是很单薄的，除了“户户冒
烟”的小农经济外，就是国家布局的几家大型工业企业在

“各自为战”，商贸服务业基本停留在“提篮小卖”阶段。 70
年过去，岳塘区已成为全市经济的核心一极，内生动力不
断增强，发展气象更加开阔。

自 1992 年新岳塘区成立以来，地区生产总值由当年
的 6.3 亿元跃升至 2018 年的 620 亿元。 其中，从 1998 年
的突破 10 亿元到 2011 年突破 100 亿元大关，只用了 13
年； 从 2011 年的 100 亿元到 2015 年突破 500 亿元大
关，仅用了 4 年时间。 特别是在“十二五”期间，地区生产
总值实现了翻两番。

以商贸物流为主导产业的省级园区岳塘经开区自

2013 年 7 月成立以来来势强劲，园区技工贸总收入、固定
资产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年均保持 40%以上的高速增
长，先后获得全省省级物流示范园区、两型社会综合示范
创建片区、 现代服务业示范集聚区和创业孵化基地等多
块省级“金字招牌”。

岳塘经开区商贸物流中心集聚效应正在凸显， 荷塘
现代综合物流园被评为“全国优秀物流园区”。 步步高配
送中心、伟鸿冷链物流、中部国际机械物流、金阳农产品
商贸物流中心建成运营， 第七代超大型综合性商贸市场
集群———中国（中部）岳塘国际商贸城扬帆起航，岳塘区
成为“湖南商贸第一区”呼之欲出。 同时，园区内以盘龙现
代农业示范园为代表的现代化都市农业加速发展，第一、
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度不断增强。

岳塘区服务业经济从无到有、从有到新，从单元到多
元，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逐渐显现，特别是商圈、业态
集中区的支撑作用愈显突出。 建设路口商圈、板塘商圈日
渐繁荣，以盘龙山庄、华天、华都、华宇、福星凯莱等为代表
的品牌酒店服务业健康发展，以红旗商贸城、建鑫家居广
场等为代表的专业市场集聚发展，以湘潭金融商务区为代
表的金融业蓬勃发展。 当前，全区正逐渐形成“沿江拓展、
轴线集聚、多区联动”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民生福祉不断增强，幸福康乐的获得感真真切切

“我患有听力障碍、糖尿病、骨质疏松等病症，找工作
一直非常困难。 今年，在岳塘区就业扶贫人才市场的帮助
下，找到了一份工作，现在已经上班 3 个月了。 ”8 月 8 日，
岳塘区东坪街道顺江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刘其带着感谢信
来到区就业扶贫人才市场， 对给予过自己帮助的区就业
局、街道、村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这是岳塘区全心全意为民
谋福祉的一个缩影。

岳塘区始终坚持把惠民生、促和谐作为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为群众办好了一批好事、实事，办成了一批大
事、难事。

70 年前的岳塘，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正在解决，腰包还
是空瘪的，衣服还是单色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也是简单的

“几菜几汤”。 如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
沉甸甸的，民生温度还在涨、还在升。 近两年来，岳塘区综
治民调排名在全省提高近 100 个名次。

岳塘区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和最重要的民
生工程，扎实落实“一户一策”计划，紧盯“两不愁、三保障”，
统筹抓好健康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危房改
造等工程，2015年全区实现全面脱贫。 城乡就业持续扩大，
居民收入显著提高，仅在今年上半年，岳塘区就新增城镇就
业人数 11080人，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23%以下。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关系着每一个家庭的未来。
岳塘区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全面实施“教育强区”
战略，全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自 2014 年以来，全区累计
投入 5 亿余元，完成薄弱学校改造项目 73 个。 截至目前，
全区学龄儿童、初高中入学率均达到 100%。“全国义务教
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湖南省教育

工作两项督导评估考核优秀单位”“湖南省现代教育技术
实验区”“湖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市区”……多项国
家级、省级荣誉被岳塘区收入囊中。

岳塘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完善， 全区医疗机
构从 1986年的 124家增加至 2018年的 382家。 城乡居民
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及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孤
儿供养提标扩面，80 岁以上老人全面享受高龄补贴， 群众
生活得到了根本保障。 岳塘区还是全市首个成功创建全省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区县，龙狮、广场舞、“周周
乐”“情满岳塘”等系列群众文化活动深入开展，打造了一批
国、省、市文化品牌，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8 月 20 日傍晚，笔者沿岳塘区滨江路一路前行，来到
了位于湘江湘潭段的竹埠港综合排污口。 6 名“钓友”依次
排开，在落日余晖下的湘江边悠闲垂钓。

而在另一端的竹埠港重金属污染治理中心， 技术人员
正在对因化工污染而“受伤”的土壤进行“刮骨疗毒”，目前
已完成数十万立方米的污染土壤治理。

竹埠港， 这个在上世纪 80年代初期便成为全省乃至全
国最具活力的化工生产区，因严重的“环保毒瘤”，2013 年被
列入湘江保护与治理省“一号重点工程”重点治理区域。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岳塘区怀着壮士断腕
的决心，按照“市领导、区实施、市场化”的原则，仅用一年时
间，就将这里的 28 家化工企业全部有序关停，为全省湘江
保护与治理提供了示范和样板。

如今的竹埠港，花香蝶舞，翠嫩欲滴的瓜果蔬菜乐得农
民合不拢嘴。 岳塘区委副书记、区长陈爱民介绍，竹埠港分
片治理与开发的方案已经出炉，将建设公园景观带、文化时
尚创意中心、滨江商业金融区等，未来发展可期可待。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也是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 70 年来，岳塘区全面加强湘江沿岸环境保护，生
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现在， 全区城市污水处理率达
95.5%，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Ⅲ类或优于
Ⅲ类水质达标率达 100%， 工业三废排放达标率达 100%，
工业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达标率达 100%， 工业固体废物
综合利用率达 100%。 绿色，正成为岳塘发展的靓丽底色。

国家 4A 级景区盘龙大观园亦是岳塘区践行绿色发展
理念的典范。 2009 年，盘龙集团在岳塘区指方村投资建设
了盘龙大观园。 10 年间，该集团累计投资 24.45 亿元，建起
了这个以名贵花木观赏为主题的景区。 10 年来，盘龙大观
园共引进名贵花草树木 30 多万株， 景区森林覆盖率达
90%，负离子数量是城区的 100 多倍，引得游客纷至沓来，
曾被国家住建部授予“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入园处，翠竹夹道，松柏相迎，花香裹着翻新的泥土气
息扑鼻而来。走进杜鹃园，迎接游客的是红的、黄的、紫的等
各种颜色争奇斗艳的杜鹃花。 提根杜鹃、悬崖杜鹃、古桩杜
鹃， 各个品种的杜鹃百花齐放。 盘龙集团董事长冯友根介
绍， 全世界共有 2000 多个杜鹃花品种，95%的品种在这里
都可观赏到。

杜鹃花只是盘龙大观园花海中的一种，这里共有 10 大
主题花卉园，构成了中国独特的赏花胜境。“荷花园里集中
了全世界 1208 种荷花；兰草园里种植了 500 多个国兰、洋
兰等珍稀品种； 盆景园里汇集了上千盆日本黑松等名贵品
种……”提起盘龙大观园的花，冯友根如数家珍。

除了盘龙大观园，近年来，岳塘区湖湘公园、木鱼湖公
园、滴水湖公园等一大批公园也相继建成，城市绿化率逐年
提高，城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50%。

时间飞逝，岁月留痕。回顾岳塘区 70 年的风雨历程，既
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也是一部与时俱进的发展史。历
史的鸿篇一旦开启， 每一页都是崭新的。 站在新时代新起
点，岳塘“商贸兴区、工业强区、生态立区、旅游旺区、文化亮
区、创新活区”的发展定位越来越清晰，“四新岳塘”的奋斗
目标越来越接近。 岳塘区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开启转型发展新征程，谱写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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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家 4A 级景区盘龙大观园美不胜收。
② 建设路口商圈楼宇林立。
③ “情满岳塘”等系列群众文化活动丰富了百姓精神生活。
④ 城市主干道河东大道宽敞干净、绿树成荫。
⑤ 长株潭城铁板塘站就在家门口。
⑥ 岳塘发展欣欣向荣。

蓝天白云映岳塘。

崛起在湘江之滨的岳塘区充满活力。

第七代超大型综合性商贸市场集群———中国（中部）岳塘国际商贸城屹立这方。

新建的滴水湖公园让市民多了个休闲好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