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上旬，阳光温和，秋意渐凉。傍晚，开放式的邵
阳市城南公园热闹起来了。广场上、浓荫下、草地边，跳
广场舞的、散步的、玩健身器材的……各得其乐，一派
祥和欢乐景象。

72岁的曾新城和老伴每天都会来散散步、跳跳舞。
对于现在的生活，他很满意。他说，城市变大了，环境变
美了，社会治安好了，老百姓的获得感更强了。

作为“老邵阳”，曾新城不会忘记，邵阳曾因“脏、乱、
差”被人诟病。通过多年持之以恒努力，2017年邵阳市跻
身“全国卫生城市”行列，去年又获得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提名资格。一个崭新的邵阳，令人刮目相看！

在保障民生的路上， 邵阳市脚踏实地， 精准发
力。邵阳是我省人口第一市，也是贫困人口第一市。
到2014年，全市8个武陵山片区扶贫工作重点县有贫
困村1074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14.1万人，约占我
省贫困人口六分之一。近年来，邵阳市把“脱贫攻坚”
作为最大的民生来抓，精锐尽出，多方发力，积极探

索精准扶贫邵阳路径。至去年底，全市累计减少贫困
人口 98.31万人 ， 贫困发生率由 16.58%下降到
2.44%。去年，新邵、绥宁、武冈3个贫困县（市）摘帽。
今年，新宁、洞口、城步、隆回和邵阳5个贫困县有望
全部出列，向全面小康迈进。去年，全市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11857元，比1981年增长51.7倍；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27167元，比1978年增长64倍。

一手甩掉“贫困帽”，一手穿好“生态衣”。为了青山
常在、绿水长流，邵阳市已将绿色打造成最靓丽的城市
底色，全市森林覆盖率达60.65%，林业综合指标位居
全省前列。 邵阳着力打造的西部生态圈里，2008年诞
生了我省第二处世界自然遗产———崀山，2016年我省
唯一的国家公园试点区———南山国家公园问世， 生动

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
念。

资水奔腾， 雪峰巍巍。 古老的宝庆大
地，70年重整河山，如今换了人间！

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肖祖华

这是一座有着2500多年悠久历史的古城， 也是一
座活力迸发、生机盎然的现代化新城。

从旧中国积贫积弱中走来， 从战乱年代炮火硝烟
中走来，邵阳这片曾发生过抗日战争雪峰山会战、解放
战争衡宝战役的土地，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新生，发起了
一次次筑新城、修道路、办水利、建工厂、兴园区、壮产业
等大会战，创造了“三线”建设工业辉煌，迎来了改革开放
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写就了“全国公路交通枢纽城市”“全
国卫生城市”“沪昆百里工业走廊”的建设传奇。

而今，古城再奔新征程，被成功纳入国家级湘南湘
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雪峰山下的邵阳大地，正成为
我省对外开放新高地、承接产业转移新洼地，朝着建成

“两中心一枢纽（省域副中心、湘中湘西南经济文化中
心、全国区域性交通枢纽）”的目标奋勇前进。

9月2日上午，拓浦精工智能制造（邵阳）有限公司
高管章新主，在深圳安排好孩子上学后，乘坐高铁，4个
小时便到达邵阳市区，赶上公司会议。他感慨道：“现在
从珠三角来邵阳，很方便！”

邵东县创亿达公司董事长邓彪也有同感，他说，邵
阳市便利的交通十分有利于企业发展。 公司从深圳迁
回邵东1年多，营业额实现翻番，进入全国行业前5强。
目前正在进行二期建设，完工后就把总部迁回邵东。

交通条件， 深刻影响一个城市的地位和发展。“要
致富， 先修路。” 邵阳市交通局退休干部石世伟回忆，
1949年，邵阳市境内仅有4条公路，总长368公里，且无
铁路、无机场，交通闭塞，出行不便。新中国成立后，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邵阳市交通建设高潮迭起、好戏连
台。

1960年，邵阳市有了第一条铁路———娄邵铁路。到
2018年，湘黔铁路、洛湛铁路、沪昆高铁、娄邵新线和怀
邵衡铁路已纵横邵阳大地， 邵阳人乘坐高铁可直达北
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不久后，途经邵阳的呼南高铁、兴
永郴铁路也将“呼啸”而来。

说起高速公路， 石世伟更感骄傲。2000年以来，境
内邵怀、邵永、邵衡、洞新、安邵、武靖等9条高速公路相
继建成通车。2017年，全市12个县（市、区）在全省率先
实现高速公路全覆盖，通车总里程居全省第4位，被交
通运输部列入“全国公路交通枢纽城市”。

邵阳人“飞天”的梦想，也变为了现实。2017年6月，
邵阳武冈机场建成投用，成为我省第7个通航的民用机
场。2018年，客运量跃升至全省第5位。

路通业兴城市活。跨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邵阳市突出抓扩城提质和产城融合，城市建设走
上快车道。2018年市城区建成区面积达75平方公里，是
1978年的4.5倍。邵阳大道、世纪大道、市文化艺术中
心、市体育中心、市中心医院东院和雪峰大桥、桂花大
桥等一批重大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相继建成，城
市功能和品位显著提升。

7月29日至31日， 湖南省推进湘南湘西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融合发展高峰论坛
系列活动在邵阳举行。在重点项目推介会上，签约省级
项目60个，投资总额325亿元。其中，邵阳市签约29个
项目， 总投资208.68亿元。 邵阳市的经济活力可见一
斑。

活力， 源于上世纪60年代国家的巨大投入。1949
年，邵阳市工业总产值仅0.31亿元，GDP1.7亿元，可谓

“一穷二白”。1964年，邵阳市被国家确定为“三线”建设
重点地区，一大批国有工业企业落户邵阳，以手工业为
主的邵阳工业迅速蝶变。 邵阳生产出了全省第一台汽
车、第一台计算机、第一台印刷机、第一台纺织机、第一
台电风扇和第一包洗衣粉等， 工业总产值一度约占全
省六分之一。

活力，源于改革开放的强劲春风。我省第一家民营
企业、我国第一个民营经济试点县、我省第一个财政收
入亿元县，均在邵阳市诞生。上世纪90年代，邵阳市在
全省率先掀起民营经济发展热潮，城里人、乡下人纷纷
投身商海，开店办厂，兴建市场，发展专业村。邵东县更
是被誉为湖南“民营之都”。

邵阳人立足家乡，耕耘四海。一批批邵阳人成
群结队走向省外，创造了“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

邵阳人”的神话；又成群结队走出国门，形成“十万
邵商闯东盟”的奇观。邵阳市商务局统计，分布在
全国、全球的邵商有近100万人，资产总规模达4
万亿元。

活力，源于邵阳市实施“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
战略。多年来，邵阳市把邵商作为最重要的招商资源，
持续推动“邵商回流”反哺家乡。2012年至今，邵阳市共
引资2245.4亿元， 其中80%以上为邵商直接投资或参
与投资。

活力，源于“湘商产业园”工程。2014年以来，邵阳
市在全省率先建设“湘商产业园”。13个湘商产业园厂
房建成及使用规模，均居全省前列。去年，在全省产业
发展“135工程”综合考评中，邵阳市名列榜首。今年5
月，邵阳市境内沿沪昆高速公路沿线的“沪昆百里工业
走廊”建成。

去年，邵阳市工业总产值达2108.04亿元，形成了
轻工、建材、食品、机械等百亿产业集群，年产值过亿元
企业达到566家。 纳入统计范围的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813家，总量居全省第2。邵阳特色产业一次性气体打火
机、发制品分别占全球市场份额70%和20%。去年，全
市GDP总量达1782.65亿元，按可比价计算为1949年的
240倍，年均增长8.3%。

◎数说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郑丹枚 整理）

地区生产总值

1949年 1.70亿元

2018年 1782.65亿元

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总量按可比价
计算为1949年的240倍，年均增长8.3%。

财政总收入

157.73
亿元

1953年 491万元

2018年

2018年财政总收入是1953年
的3211倍，1978年的110.1倍。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78年 418元

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比1978年增长64倍。

2018年

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是1981年的51.7倍。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1981年 225元

2018年 1185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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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县文化局退休干部 唐湘鹏

眼下，邵阳县正在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大型展览， 从我这里征集了80多幅照片。
看着这一张张照片，我百感交集，为家乡感到
自豪。

与共和国同龄的我，自年轻时候起，就对
文艺创作和新闻摄影有着特别的爱好 。1978
年，我如愿成为镇文化站的一名辅导员，后来
转为文化专干。40余年时间里， 我常常利用工
作时间或休息日，走遍邵阳县各个角落，拍摄
了大量图片资料，这些照片记录着邵阳县这个
革命老区的沧桑巨变。

改革开放前，邵阳县城逼仄破旧，两条老
街长度不足1500米，进城靠坐机帆船，过河靠
轮渡，县城连4层楼的房子都没有，城区面积不
足3平方公里。 我拍摄的照片主要反映百姓积
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这个时候不论农民还是工
人，尽管生活艰苦，但大家怀着对新中国的无
限热爱 ，个个讲奉献 ，人人豪情满怀 、干劲冲
天。

改革开放后，县里一个个乡镇企业、个体
工商户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社会发展活力十
足。这时，县城大发展、乡村建新房、农民忙种
田、商人跑市场、男女齐下海等改革开放新潮，
成了我的镜头和笔触捕捉的焦点。

2001年，我从县文化局退休，看到国家对
民俗文化保护日益重视，就上山下乡拍摄记录
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我花费约10万元买了数码
相机、笔记本电脑、光盘刻录机等过去想都不
敢想的设备，图文、影像等数字化处理成了我
每日的功课。几年来，我的足迹踏遍全县25个
乡镇、666个行政村和5400个自然院落，徒步距
离超过1万公里。

走在家乡这方热土上，我真切感受到她的
生机与活力！如今，我的照片里呈现的是县城
一天天变靓，街道宽敞、百业兴旺、高楼林立，
面积已扩展到近20平方公里； 县域交通发达，
沪昆、邵永两条高速公路和洛湛铁路、怀邵衡
高铁穿境而过；乡村一天天变美，荒山种上了
油茶树，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村村喝上了干
净自来水，贫困户不花钱住进了安置房，百姓
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70载岁月，我与祖国共成长。我由一位农
民成长为基层文化单位的一名干部，现在享受
安逸的退休生活；两个儿子考上了大学，分别
在昆明、深圳幸福地生活。我深深感谢这个好
时代。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飞
吴智睿 整理 ）

回望披荆斩棘的70年，邵阳和祖国母亲一起，在风云际
会的伟大变革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从1949年
的1.7亿元跃升到2018年的1782.65亿元，城乡面貌从百废待
兴变为万象更新，人民生活从贫穷落后迈入全面小康。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邵阳各族人民贯彻“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加快
建设“两中心一枢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
生了历史性变革。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新征程，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邵阳作为有着光
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更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扬帆奋进新时代，勠力再创新业绩。

奋进新时代，再创新业绩，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个
根本要求不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
选择。我们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
原则、政治道路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我们要始终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头脑，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
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进而最广泛地团结带领全市人民一起
奋斗、不懈奋斗。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
决策部署，推动各项工作在邵阳落地落实，确保各项事业始
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奋进新时代，再创新业绩，我们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这
个根本方向不松劲。时刻牢记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用新发
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卧薪尝胆的狠
心、久久为功的恒心加快产业发展，推进沪昆百里工业走廊
建设。要坚持创新引领，始终保持抓新旧动能转换的韧劲和
定力，坚决破除欠发达地区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敢于“高精
尖”，着力培育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要坚持开放崛
起，立足省域“过渡带”和“结合部”，紧抓湘南湘西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保税改革试点等政策机遇，利用日益改善的交

通区位条件和邵商众多的人文优势，主动对接粤港澳、长三
角，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快打通邵阳
至东盟贸易通道。要坚持向改革要活力，放手发展民营经济，
持续优化人文、法治、政策、政务等营商环境，切实解决愿不
愿来、敢不敢来、赚不赚钱、安不安心等问题。

奋进新时代，再创新业绩，我们必须坚持改善民生这个
根本目标不懈怠。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
决策以民生为首选、支出以民生为首位、工作以民生为首要。
要全面推进小康邵阳建设，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用心用情打赢脱贫攻坚战，彻底甩掉戴在邵阳人民
头上的贫困帽子。要持续推进生态邵阳建设，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还群众更多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要积极推进幸福邵阳建设，切实解决好
就业、医疗、上学、住房、社保等普惠性民生问题，加快推进全
国文明城市、国家健康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创建，让人民群众
的幸福指数每年都有新提高。 要深入推进平安邵阳建设，全
力做好防范重大风险、信访维稳、社会治安、安全生产各项工
作，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安全、更舒心的社会环境。

奋进新时代，再创新业绩，我们必须坚持从严治党这个
根本责任不放松。推动党的事业继往开来，必须坚定不移地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要锻造干部
铁军，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保持永不懈怠的精
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
历史检验的新业绩。要树牢基层导向，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使党的执政根基坚如磐石。要勇于自我革命，以顽强的
斗争精神改作风，持续发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严格
廉洁从政，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约法三章”，
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传递
到我们这代人的身上，既重任在肩，更当豪情满怀。我们要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邵阳力量！

1.世界自然遗产崀山

湘桂边界的新宁县崀山风景名胜区， 是我国丹霞地
貌发育丰富程度和品位最有代表性和最优美的景区，堪
称“丹霞地貌博物馆”，为国家地质公园。2010年8月，崀山
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是我省继武陵源之后第二处
世界自然遗产。

崀山景区包括天一巷、八角寨、辣椒峰、夫夷江、紫霞
峒和天生桥等6大景区，总面积108平方公里。在严格保护
的基础上，新宁县高标准建设、改造和完善崀山旅游基础
设施。2016年8月，崀山景区获批为国家5A级景区。

2.南山国家公园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位于城步苗族自治
县境内，是全国首批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之一，也是
我省目前唯一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试点区整合了南
山国家风景名胜区、金童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江峡谷
国家森林公园、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和白毛坪乡、汀坪乡
部分具有保护价值的区域， 总面积619.14平方公里。自
2017年开展试点工作以来，试点区坚持最严保护、整体保
护、系统保护、智慧保护“四轮驱动”，重点实施科研监测、
生态修复、基础设施、社区发展、环境教育“五大工程”。通
过3年努力，湖南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建设取得明显
成效。

3.武冈机场

2017年6月28日，一架从长沙黄花机场起飞的南航客
机稳稳降落在邵阳武冈机场，标志着武冈机场正式通航，
为邵阳人民出行架起了一道空中通道。

邵阳武冈机场是国家民航“十二五” 规划新建机场项
目，是湘西南首座民用机场。目前，武冈机场已开通7条航
线，飞往北京、长沙、重庆、郑州、深圳、海口等城市。武冈机
场拉近了邵阳与外界的距离，也优化了邵阳的营商环境。

4.怀邵衡铁路

2018年12月26日，怀邵衡铁路通车。从此，邵阳市成为
洛湛铁路（含娄邵铁路快线）与怀邵衡铁路十字相交的新的
区域铁路枢纽，洞口、隆回两县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一
步跨进高铁时代，同时形成了我省高铁网络大闭环。

怀邵衡铁路正线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是国
家I级客货运共线电气化铁路。邵阳段共设洞口、隆回、邵阳
西、邵阳、邵东、杨桥6座客运站，从邵阳市前往衡阳市或怀
化市，均只需1小时。怀邵衡铁路连接京广、沪昆2条高铁干
线，邵阳到广州由原来5小时缩短至3小时，为邵阳市对接粤
港澳大湾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提供了快捷通道。

5.彩虹（邵阳）特种玻璃

彩虹集团（邵阳）特种玻璃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是邵阳
引进的重点产业项目，是该市高端制造业标志性工程，对
加速我国盖板玻璃产业升级、 促进邵阳经济社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2017年9月9日，总投资20亿元的彩虹集团（邵阳）特
种玻璃项目正式开工。2018年10月17日成功点火，产品填
补了国内空白。项目年产值达5亿元以上。全部建成后，将
成为全国规模最大、世界领先的高端盖板玻璃生产基地，
将有力带动全省关键装备材料和关键装备智能制造发
展，推动高端光电显示玻璃行业自主创新发展。

6.邵阳市体育中心

2018年8月，邵阳市体育中心竣工并交付使用，是目
前全省布局最优、功能最全的市级体育中心之一，主场馆
可容纳3万人观看比赛。

邵阳市体育中心是邵阳市委、 市政府为加快城市建
设和促进体育事业发展而规划建设的大型文化体育场
所， 也是邵阳承办2018年第十三届省运会邵阳赛区比赛
的主会场。按照“将体育中心建在公园里，将体育中心建
成公园”这一理念，邵阳市规划建设“两场两馆一校一公
园”，即体育场、全民健身广场、体育馆、游泳及综合训练
馆、体育运动学校和体育公园。该中心建成，为邵阳市民
开展体育运动和承办大型赛事提供了优越的场地， 成为
邵阳市新的地标性建筑。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张佳伟 肖霄 通讯员 尹建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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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7日， 彩虹集团邵阳特种玻璃
自动化生产线。（资料图片） 申兴刚 摄

2017年6月28日，邵阳武冈机场正式通航。（资料图片）申兴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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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邵阳市拓浦精工智能制造注塑
车间。 申兴刚 摄

9月5日，邵阳市人民广场。 罗哲明 摄

二十世纪70年代的邵阳昭陵西路
住宅区。（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2018年12月26日， 怀邵衡铁
路开通首日，一列高铁从邵阳市区
驶出。（资料图片） 申兴刚 摄

3月30日，邵水河一景。 申兴刚 摄

二十世纪70年代的邵水河两岸。（资料
图片）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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