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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生产总值
1952年 5.8亿元
2018年 3394.2亿元

地方财政收入
1952年 0.3亿元
2018年 174.4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52年 34元
2018年 32425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52年 22元
2018年 15513元

———湖南发展成就巡礼 （市州篇·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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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景区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
始建于东汉末期，为“江南三大名楼”之
一。屹立于岳阳古西城门上，俯瞰洞庭，
远眺长江。其独特的建筑艺术和工艺水
平是我国古建筑中的典范，《岳阳楼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精神传承至今，影响深远。

2006年，岳阳市委、市政府启动岳
阳楼新景区扩建工程。共投资2.3亿元，
先后恢复和新建三级仿古城墙、滨湖平
台、瞻岳门、汴河街、五朝楼观微缩铜楼
群等40余个景点景观， 面积从0.5平方
公里扩大到1.3平方公里， 景区文化建
筑特色与洞庭湖情景交融，被誉为“处
处有文化、道道是美景”。2011年成功晋
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 是湖湘文化旅
游经典景区之一。

城陵矶新港区
2009年12月， 岳阳市依托城陵矶

和沿江现有产业设立城陵矶新港区，规
划建设区范围东起随岳高速公路，西至
洞庭湖、长江，南起荆岳铁路，北抵松杨
湖，规划面积100平方公里，是湖南开
放崛起“桥头堡”、湖南长江经济带建设
主阵地。

城陵矶新港区按照“以港兴业、以
业强区、以区拓城”的发展战略，着力建
设大港口，发展大物流、培育大产业。10
年来新签约项目317个，协议引资2000
多亿元，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近300亿
元。 组建运营湖南城陵矶国际港务集
团，开辟岳阳至东盟、澳大利亚接力航
线，建成运营“一区一港四口岸”，城陵
矶港集装箱吞吐量增幅连续多年保持
长江内河港口第一。新港区通过长江黄
金水道实现了西联成渝、东达四海的开
放格局，从“洞庭时代”迈向“江海时
代”。

长岭炼化
长岭炼化前身为长岭炼油厂，1965

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建设。
一代代长炼人“艰苦奋斗、争创一

流”， 在山沟里建起一座现代化的炼化
一体化企业，先后荣膺“国家一级企业”
“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安全文化建设示
范企业”。2011年，长炼建成投产油品质
量升级改造项目，创造国内同类装置建
设多项第一，实现加工总量、销售收入
和上缴税收“三翻番”。目前拥有一次原
油年加工能力1150万吨，炼油化工生产
装置35套，资产总额90亿元，所产汽油、
车用柴油质量全部达到国Ⅵ标准。

长炼还投入6亿多元实施“碧水蓝
天工程”，计划于2020年建成全国“绿
色示范工厂”； 联合地方政府拓展醋酸
酯、双氧水等炼化相关产业及下游产业
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初步形成千亿规模
产业集群。

岳阳三荷机场
2018年12月26日， 岳阳三荷机场

正式通航营运。它是岳阳交通发展史上
一个里程碑，架起了岳阳高质量发展的
“空中桥梁”，标志着岳阳迈进“航空时
代”。

机场位于岳阳经开区西塘镇，距离
中心城区约18公里。地处京港澳高速公
路、杭瑞高速公路、随岳高速公路交会
处， 距蒙华铁路岳阳编组站20公里，距
城陵矶新港及综合保税区20公里，距岳
阳高铁站10公里。

从三荷机场出发，1.5小时车程可
覆盖环洞庭湖区、江汉平原和湘鄂赣毗
邻地区2300多万人口。 目前已开通岳
阳至北京、上海、天津等14条航线，逐步
覆盖中国主要大中城市，形成以岳阳为
中心的航线网络， 以客流带来货物流、
信息流、资金流等要素聚集。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张璇 吴广 整理）

岳阳市交通运输局退休干部 李壮仁

如果说一生只干一件事， 我仍会
选择交通。与它结缘一辈子，有生之年
能见到岳阳“公铁水空”立体交通新格
局，深感幸福和满足。

我与共和国同龄， 出生于平江县
城关镇， 是路桥高级工程师。1981年，
进入原岳阳地区交通局工作， 曾参与
修建境内300多座桥梁。 这些年来，我
见证了岳阳交通从无到有、 从低级到
高级、从简单到完善的巨变。

1949年，湘东北的临湘、平江、岳
阳、湘阴属长沙专区管辖，这4个县中
仅有长（沙）武（昌）公路平江段92公里
路段可通汽车， 其余公路晴通雨阻。
1968年，我作为知青下乡，从下放点送
粮至平江县芦洞公社， 要走6公里山
路，绕9道湾，东西全靠肩挑。大伙说，
猪坐轿子人挑担，不知何时脱困难。

改革开放后， 岳阳市交通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1979年，全市境内公
路里程2511公里。2002年11月30日，临
长高速公路通车， 京港澳高速湖南段
贯通， 结束了岳阳没有高速公路的历
史。 以前从岳阳回平江坐车要七八个
小时， 现在经京港澳高速转平伍公路
只需90分钟。沿途风景无限，真是“车
在路上跑，人在画中游”。

2017年， 岳阳打响交通建设大会
战。目前，全市公路总里程达2万多公
里，高速公路495公里、国省干线2523
公里、农村公路1.75万公里。铁路总里
程454公里， 高铁直达19个省区市。初
步形成 “内部纵横成网、 外部配套成
环”新格局和市域1小时交通圈。

过去，过洞庭湖，全靠摆渡 。2000
年12月26日， 洞庭湖大桥竣工通车。
2017年8月16日，蒙华铁路洞庭湖大桥
主桥钢桁梁合龙。2018年2月1日，国内
第一大跨径钢桁梁悬索桥———杭瑞高
速洞庭大桥建成通车。至此，“三龙”卧
洞庭，天堑变通途。

岳阳城陵矶港通江达海， 自古就
是湖南水路第一门户， 如今与沿海港
口互通， 万吨海轮可漂洋过海直达东
盟国家和澳大利亚， 连通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

2018年12月26日， 岳阳三荷机场
通航。今年以来，旅客吞吐量达36.3万
人次。可直达北京、上海、昆明、成都、
西安、海口等15个城市。

8月12日，我与老伴乘高铁从岳阳
出发，只用4小时就到了深圳，看到了
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
桥。只觉今后，说走就走，路不再漫长。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吴广 整理）

历经70年接续奋斗， 岳阳发展已经站在一
个新的起点。去年底，在中央正式备案同意的《湖
南省关于市县机构改革的总体意见》中，岳阳被
列为湖南的大城市，这为我们赋予了新定位、确
立了新坐标、指明了新方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 认真贯彻省委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大力实施岳阳发展
“一三五”基本思路，朝着“产业兴旺、开放包容、
品质高端、生态宜居、充满活力”的目标，加快建
设湖南发展新增长极、 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和
大城市，名副其实地走在全省前列。

构建现代产业新格局。坚持产业主导、制造
强市，通过抓大项目、大企业、大园区带动，到
2025年，建成岳阳经开区、临港高新区、绿色化
工产业园、 汨罗循环经济产业园4个千亿园区，
打造平江高新区、湘阴高新区、岳阳高新区、临湘
工业园、华容工业园5个五百亿园区；做优做强
以巴陵石化和己内酰胺搬迁扩能为龙头的化
工，以中储粮油脂加工、华文食品、道道全为龙头
的食品加工， 以新金宝项目和华为制造基地为
龙头的电子信息， 以恒大新能源汽车为龙头的
现代装备制造，以长岭炼化和华电平江、国华华
容电厂项目为龙头的能源电力， 以湖南港务集
团和综保区为龙头的现代物流， 以岳阳楼和君
山岛为龙头的文化旅游7个千亿产业，加快构建
多点支撑、多元发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构建开放带动新格局。坚持“敞开门户促
发展”， 放大通江达海优势， 做强做优港口经
济， 彰显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地位，
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水空
双港驱动战略，发挥“一区一港四口岸”开放平
台功效， 加快城陵矶新港区和空港经济区建
设，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为大城市建设插上
腾飞的翅膀。力争到2025年，岳阳港集装箱吞
吐量突破100万标箱， 全市外贸进出口额达到
100亿美元，临港高新区工业总产值达到2000
亿元，真正凸显岳阳在全省开放崛起战略中的

“桥头堡”作用。
构建立体交通新格局。进一步拉伸立体交

通骨架， 谋划推进荆岳昌高铁、G107岳阳段改
线东移等铁路、高速公路、干线公路项目，协调
争取常岳九铁路等已纳入规划项目落地实施，
加快平益高速等已开工项目建设，构建“三纵
三横” 干线铁路网、“四纵两横” 高速公路网、

“四纵两横” 国道网、“五纵七横” 省道网，到
2025年新增等级以上公路600公里， 完善水、
公、铁、空多式联运体系，真正让人们感受到岳
阳这座城市的快速、便捷和高效。

构建城乡统筹新格局。坚持以城乡融合发
展为方向，推动城市、县域、集镇和乡村协调发
展。加快城市扩容提质，到2025年，荣家湾与中
心城区基本相连，东风湖新区、高铁新城、临港
工业新城全面建成，空港新城初具雏形，城市
品质持续提升；壮大县域经济，力争2个县跻身

“湖南十强县”； 推动乡村振兴走在全省前列，
到2025年， 创建农业产业化特色小镇20个，规
范村民建房30栋以上集中点达到700个， 着力
建好屈原管理区农村改革集中区、G240城乡融
合发展示范带，推动平江县由国家级贫困县向
经济强县跨越。

构建生态发展新格局。始终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守护好一江碧水”的殷切嘱托，坚定不移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强突出环境问题
整治，推进大江大湖生态修复，搞好内湖内河
治理，补齐城乡环境基础设施短板，保持农村
环境整治势头，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打造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 到2025年，
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达85%以上， 城市污水集
中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达到
100%，黑臭水体基本消除。

大城市是奋斗出来的。我们坚信，有党中
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有570万岳阳人
民的团结奋进， 全市上下一任接着一任干，一
锤接着一锤敲，大城市的宏伟蓝图一定能变成
美好现实，岳阳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灿烂辉煌！

朝着建设大城市的
宏伟目标坚实迈进

中共岳阳市委书记 刘和生
岳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李爱武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张璇 通讯员 余平方

岳阳， 一座文化古城， 有着 2500 多年建城
史，求索精神、忧乐文化传承至今；

岳阳，一座崛起之城，坚守“工业强市”梦想，
栉风沐雨，新兴高科技和生态绿色产业、千亿产
业集群落地结果；

岳阳，一座开放之城，作为湖南唯一通江达
海的口岸城市，“一区一港四口岸” 联动发展，产
业以千帆竞发之势，走向深蓝。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从历史
深处走来的岳阳，砥砺前行 70 载，以大江大湖大
城市的新形象，昂扬跨进新时代。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岳阳已形成石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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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岳阳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3400 亿元大关，比 1952
年 2.15 亿元增长 1580 倍，强势跻身“中国经济
百强城市”。1949 年至 2018 年，岳阳第二产业增
加值由 394 万元跃升为 1424.34 亿元，成为全省
第二大工业经济强市。古老的巴陵大地，正奏响
“产业主导”的最强音。

厂房林立，机器轰鸣，工人忙碌。9月2
日上午， 湖南引进的最大台资企业新金宝
年产1300万台喷墨打印机项目在岳阳启
动试生产，“岳阳制造”将从这里走向全球。

“项目建成后， 年综合产值将达300亿元，
未来可形成一个新的千亿级电子信息产业
集群。”湖南城陵矶新港区党工委书记黄俊
钧不无自豪地说。

岳阳通江达海， 开放是加快现代化产
业建设的必然选择。

2009年12月， 城陵矶新港区破土而
出，如今成为中部地区唯一拥有6个国家级
开放平台的开发区， 打造成全省对外开放
的“桥头堡”。

这是岳阳现代产业新格局中的一次飞
跃。新中国成立以来，岳阳规模工业总产值由
1949年0.13亿元增加到2018年5053.85亿
元，年均增长16.3％。岳阳也从一座古老小
城，华丽蝶变为长江中游重要节点城市、
环洞庭湖经济区核心城市、 湖南第二大
经济体， 正逐渐成为内陆城市开放的新
高地。

时间回到70年前，岳阳还是个纯消费
的商业城镇，工业基础薄弱，大部分是前店
后厂的小作坊。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
初， 长岭炼油厂、 岳阳石化总厂等一批中
央、省属工业企业建成投产，汨罗纺织厂、
岳阳氮肥厂等150多家地方国营工业企业
紧随其后， 为岳阳现代化产业发展奠定了
基础。

改革开放为岳阳带来加快发展的春
天。1986年， 岳阳电磁铁厂、 华能岳阳电
厂、 巴陵石油化工公司等大中型企业陆续
兴建，不少外商来岳阳投资兴业。

党的十八大后，岳阳发展再加速。近年
来，岳阳市委书记刘和生、市长李爱武带头
开展小分队“点对点”招商；33名市级领导
沉到一线，“一对一”帮扶重大产业项目，对
企业反映的重点问题限期解决； 全市党员
干部践行“一线工作法”，干在实处，成为产
业建设“中流砥柱”。

岳阳缘何成为投资热地？ 湖南凯博杭
萧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欧阳雄飞
说：“我们去年8月在湘阴高新区投资建设
的产业项目，仅1年就能投产，多亏政府全
方位、全天候服务。”

湘阴县县长李镇江介绍，该县实行“一
名县级领导、一个县直单位帮扶一个项目”
机制，随时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立足全市，岳阳深化“最多跑一次”
改革 ，“跑一次 ”“跑零次 ” 事项已占
94.2%； 重大项目并联审批和联合验收
从过去3个月压缩到8个工作日。 今年上
半年，全市新增亿元项目53个，在建亿元
项目27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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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区，通过资源共享带动关联产
业发展，形成“一呼百应”的产业集群。

1992年4月，岳阳经开区获批成立，拉
开岳阳产业园区建设序幕。

27年后的今天，岳阳经开区空港经济
区、汽车产业园建设蹄疾步稳，东方雨虹、
数博环球等项目抢滩登陆， 装备制造、生
物医药、 商贸物流三大产业集群发展，公
共财政收入从建区时不足400万元扩张到
40余亿元。

岳阳经开区的嬗变，见证了岳阳产业
园区跨越式发展。岳阳将园区作为产业项
目“主阵地”， 组织开展“园区建设大会
战”。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岳阳产业
发展迎来满“园”春色。

随着园区基础设施骨架拉开，平江县
“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风生水起，
近4年引进项目56个， 总投资近140亿元。
华文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劲松称赞：

“家乡园区环境和大城市没差别， 基本可
以拎包入驻。”

2003年，为延长石化产业链条，湖南
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原云溪工业园）应
运而生。云溪区区长刘正仁介绍，依托长
炼、巴陵石化的资源，园区着力延伸精细
化工产业链条， 成为吸引企业补链强链、
成批入驻的“强大磁场”。

以“园”串“链”，做大做强。目前，岳阳
已建成标准化厂房800多万平方米， 企业
入驻率超过85%。

挥别“单打独斗”，临湘羊楼司镇建成
竹木家居创新创业园、笋竹食品冷链物流
园、竹类交易物流园、中国竹艺城，竹产业

“抱团取暖”，2018年竹业产值达39.2亿
元。“以前在马路边上开商铺，都是小本经
营，现在我们的竹产品卖到国外去啦！”在
羊楼司镇经商30年的刘爹喜笑颜开。

产业兴镇，科技兴园。华容县石伏生
态纺织工业园内， 今年新增的5万锭精密
智能纺织生产线飞速转动，纺纱流程无人
工直接参与。湖南科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卢四清释疑解惑，这是引进的国内
首家全自动无人纺纱生产线， 信息化、数
字化、智能化生产，效率提高3倍以上。

俯瞰岳阳，10个省级以上工业园区星
罗棋布。岳阳市工信局局长余国祥告诉记
者，2018年， 园区规模工业增加值占全市
规模工业增加值81.9%， 比上年提高7.3个
百分点，产业园区已成为岳阳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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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边建起工厂后， 污水直排入

湖，垃圾、死鱼都漂浮在水面，我们住在
附近连窗户都不敢开。” 说起多年前的
岳阳东风湖，当地年近古稀的居民林自
新一言难尽。

2017年8月，岳阳市全面启动城区黑
臭水体整治工作，东风湖周边违规加工作
坊、环保不达标工厂被一一关闭。次年11
月，己内酰胺搬迁扩能项目启动，不仅延
伸下游产业链条，拉动千亿元产值，还让
东风湖畔远离环境污染隐患。如今，东风
湖成了四季花香绿浓的生态公园、岳阳城
区一张新名片。

决不让一滴污水流入长江！ 近年来，
岳阳市整改关闭超标排污口15个，整改关
停超标排污企业24家；所有工业园区建设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斩断了一条条污染长
江的“黑手”。

向水而生，因水而变。
2018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

岳阳视察，再度强调长江经济带“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守护好一江碧水”。

岳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迅
速在全市部署开展长江保护与治理“七大
行动”， 将加强沿江化工企业整治摆在首
位，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步伐，产业结构逐
渐向中高端迈进。

记者走进汨罗循环经济产业园，湖南
中塑新能源有限公司车间机声隆隆，从废
旧塑料中分选出的塑料块，被机器打碎传
送至流水线上进行清洗。公司负责人仇国
新说：“把废弃塑料‘吃干榨净’，是向绿色
产业要效益。”汨罗市委书记喻文感慨，31
年前，汨罗“拾荒佬”用勤劳缔造了再生资
源产业。 如今通过一系列鼓励引导政策，
“生态、效益、品质”三者兼有，以再生资源
产业为主导的循环经济向纵深发展。

君山区、岳阳县等区、县同样深谙此
理。君山区委书记魏淑萍称，仅今年，因生
态环保、产业定位等方面不达标，该区已
婉拒20多个工业产业项目。

“这种水、蒸汽资源循环利用节约模
式一用上，每年可节省蒸汽、水费100多
万元。”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的“国家级
绿色工厂”内，岳阳高新区管委会主任余
望新热情地向观摩者介绍。

近几年，岳阳市清理整治环保违规项
目4923个，对沿江化工企业入驻“一脚踩
死”。同时培育壮大装备制造、生物医药、
现代物流、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高新技
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例突破
2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今日岳阳，
长江烟波浩渺，一碧万顷；洞庭湖草甸青
翠，人鸟相依，一幅“水清、岸绿、滩净、景
美”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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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中的城陵矶新港。（资料图片） 湖南城陵矶新港区提供

2016年1月12日，岳阳市东洞庭湖大西湖水
域，候鸟振翅高飞。（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摄

8月30日，岳阳市洞庭湖与长江交汇处，两座大桥横贯东西，天堑变通途。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摄

岳阳三荷机场。（资料图片） 章正国 摄

长岭炼化生产装置区全景。（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岳阳楼远眺。（资料图片） 李建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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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日，汨罗市长乐镇，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长乐故事会激情上演， 吸引
全国各地游客前来观看。（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摄

6月30日，建设中的岳阳东风湖新区。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