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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梦”“安居梦”“出行梦”“蓝天梦”

……每个梦想都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渴盼。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70 年来，郴州的决

策者坚守为民初心，办好民生实事。 这座城

市，每天都发生着不一样的民生故事。70 年，

无数个民生故事在时代更迭中悄然发生，它

们成为这座城市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最好见

证。

丹桂飘香的季节，我们来到郴州，看到

了一个个民生项目火热的建设场景，听到了

一个个暖心的故事。

“东江水，真甜！ ”郴州玻璃厂家属楼居民
陈庆美打开水龙头，手捧哗哗流下的自来水直
接往嘴里送。

去年 11 月 26 日，东江引水一期工程正式
通水，清澈的东江水一路欢歌，流进郴州的千
家万户。

此前， 该市城区供水水源以小水库为主，
地下取水为辅，最高日用水量达 36 万吨，而自
来水公司日最大供水能力仅 30 万吨， 城市供
水能力严重不足。

为解决市民喝水难题，2015 年 9 月，东江
引水工程正式开工。 引水点位于资兴市东江街
道星红村，整个工程分三期建设，建成后可满
足市城区和郴资桂城镇群百万群众用水需求，
水量、水质、供水稳定性都将得到显著改善。

东江引水一期工程总投资 11.99 亿元，引
水规模为每天 30 万吨， 建设内容包括取水口
及引水隧洞、净化水厂和输水管道等。

取水口建设是该工程重点攻坚方向，经多
方会商，才敲定岩坎加混凝土围堰挡水的施工
方式。

“我们将对环境的影响控制到最小，虽然
工程作业面只有 200 平方米，但是垂直向下挖
掘作业 55 米。 ”工程师王志恒说。

2017 年 10 月 3 日， 引水隧洞全线贯通，
去年 8 月取水口工程达到通水条件。

净水厂是东江水入郴的一个中转站，采用
国内最成熟、最先进的水处理工艺，去年 8 月
30 日完工。

从高空俯瞰，32 公里长的输水管道从净水
厂出发，沿郴州大道向山河水厂延伸而去。 输
水管道采用国际最先进的球墨铸铁管，耐腐蚀
度、强度都是过去材料的数倍以上，直径达 2.2
米，成年人在其中奔跑、蹦跳都没有问题。

郴州市环保部门与郴电国际一同在东江
引水一期工程取水口设置了观测点，24 小时监
控水量、水质，保障市民喝上纯净的东江水。

东江引水一期工程充分利用东江湖水库
高水位优势，采用重力自流工艺，有效降低了
工程的取水成本及加压泵站的建设成本，市民
不用担心停电必停水的现象发生。

去年 2 月，东江引水二期工程(桂阳段)开
工，目前正有序推进。

5 月 25 日， 郴州市北湖区下湄桥街道床
单厂棚户区改造项目现场格外热闹，200 多户
居民自发举办了一场特殊的辞别宴。“祝以后
的生活越来越好，干杯！ ”大家高喊着，欢快地
跳起了舞蹈。

“我们都是床单厂老工友，也是 40 多年的
老邻居，2004 年企业改制，大家离开工厂已有
15 年。 如今床单厂进行棚户区改造，大家都要
搬迁，今后见面的机会少了。 ”居民陈光国今年
54 岁，在这里居住了 48 年，为铭记邻里情，他
牵头组织了这次辞别宴。

辞别宴活动一呼百应，原以为参加的只有
70 多人，但实际达 200 多人。大家从家里搬来
桌子拼成百米长龙，有的忙着包饺子，有的忙
着准备饭菜，欢声笑语不断。

据介绍，床单厂棚户区改造项目位于下湄
桥街道同辉社区西部， 分为居民区和生产区，
占地 197 亩，涉及居民 400 余户。

下湄桥街道是郴州的老工业区，包括纺织
厂、麻纺厂、化工厂、钢筋厂、建材厂等。历经多
年风雨，一些厂房墙壁开裂、家属楼地基下沉，
还存在路面坍塌、巷道逼仄、消防设施不健全
等问题。

2016 年 10 月，下湄桥街道被列为棚户区
改造重点区域。 不久，纺织厂、麻纺厂等 11 个
棚户区改造项目先后启动， 共拆迁 5000 多
户，使上万人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

“通过棚改货币补偿加上多年的积蓄，我
家在一个新建的小区买了一套 300 多平方米
的复式楼， 我与老伴和儿子一家 3 口住在一
起。 ”今年 70 岁的刘东香，是纺织厂的一名退

休职工，在单位的筒子楼住了 30 多年，只有两
室一厅 40 多平方米。

刘东香老人现在居住的这个小区就像一
个花园，粉的、紫的、白的紫薇花开满绿地，花
香充盈着每一个早晨。

“搬出棚户区住上复式楼，以前想都不敢
想。 ”刘东香说，经过棚户区改造后，原先的地
方建起了游园、商场等，老工业区变成新城区，
生活更便捷了。

车逐白云驰碧野，一路畅通走郴城。
驱车行驶在郴州大地，不管是都市，

还是乡村，目之所及道路两边花红叶绿，
车辆来往有序。

曾经，郴州交通薄弱，2 条主要出省
通道经常堵塞，4 个县乘车到市区至少
要 3 个小时。

为改变这种状况，2009 年来， 郴州
先后投入 900 余亿元， 开展交通大会
战、大建设、大提质。

有付出就有收获。至去年底，全市公
路总里程达 19000 多公里，其中高速公
路 572 公里， 一二级公路 1667 公里，
100%的乡镇和 100%的建制村通水泥
（油）路。

郴州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介绍，目
前，郴州已构建“三纵”（衡武高速公路、
京港澳高速公路、岳汝高速公路）“两横”
(厦蓉高速公路、宜凤高速公路)对外大通
道网络。形成了郴资桂和郴永宜“大十字
架”城镇群区域半小时、市域内 1 小时、
辐射长株潭和珠三角 3 小时的交通经济
圈， 实现交通节点城市向区域性交通枢

纽城市的飞跃。
“以前，到市里办事，走县道转省道

要 3 个多小时， 往返一趟晃得骨头像散
了架。 ”桂东县的同志说，“现在，走高速
只需 2 个小时左右，一路天蓝地绿，令人
心旷神怡。 ”

郴州创新城乡客运一体化模式，大
力推进城市公交、城际公交、城郊公交、
区域性公交。至去年底，全市开通农村客
运公交线路 200 多条， 城乡客运车辆公
交化率超过 60%， 行政村通班车率达
100%。

路通百业兴，民富客运忙。 去年 11
月， 城际大巴站至郴州苏仙区飞天山镇
两江口瑶族村的 852 公交线开通后，这
个大山深处的村子， 从此与城区紧密地
连结在一起。

清晨，两江口村民就把生产的豆腐、
竹筒酒、高山香菇等，送到城区售卖。 村
民感慨：“没有通车， 再好的东西在山里
都会烂掉，通了公交车，土货变成了宝。 ”

我们了解到，根据《湖南省城市综合
交通体系“十三五”发展规划》，郴州将以
高铁西站为枢纽中心建设 1 条轨道交
通。 规划线路分别为郴资永线、郴桂线、
郴宜线，总长 197.1 公里，均采用中低速
磁浮系统。

2009 年 12 月，武广高铁的开通，使郴州跨入了
“高铁时代”。 高铁，不仅改变了郴州人的出行方式，更
对郴州区域竞争格局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全方位的
影响和冲击。

跨入“高铁时代”的郴州人又有了“蓝天梦”———修
建郴州北湖机场。有志者事竟成。2011 年，北湖机场被
纳入国家“十二五”建设规划新增的 30 个机场项目之
一，定位为国内旅游支线机场，拟开通郴州至北京、上
海、成都、深圳、张家界、昆明、西安、南宁、福州等地的
航线。 保守估计到 2030 年，北湖机场旅客年吞吐量达
41 万人次。

把规划变成行动， 把蓝图变成现实。 2016 年 11
月，北湖机场连接线及机场试验段工程开工。该项目全
长 2080 米，按城市主干道标准设计，西起郴州大道，
东至郴阳路。

今年 1 月， 总投资 21.3 亿元的北湖机场正式动
工，建设主要包括机场跑道、航站楼、机场大道，其次为
站坪机位以及配套完善通信、导航、供油、消防救援等
辅助设施。

该市成立机场建设协调推进小组及指挥部， 实行
指挥长负责制， 并组建了 5 个内设机构， 完善相关审
批、管理权限。

炎炎烈日，阻挡不了建设者的决心与毅力。 7 月 4
日，北湖机场“百日会战”全面拉开，工程任务层层分
解， 监理单位及各标段负责人纷纷表决心， 谈推进措
施，迅速掀起了一股“比、学、赶、超”建设热潮。

8 月 20 日，我们驱车来到郴州市北湖区华塘镇塔
水村———北湖机场， 看到工人们在抢抓项目建设黄金
期，进行土石方工程建设。

施工现场混凝土搅拌车、挖掘机一片轰鸣，运输车
辆往来不断。 工人们介绍，将在 10 月中旬前完成一、
二标段土石方工程，三、四标段土石方工程完成 90%。
10 月底前，力争机场场道土石方工程施工全面完工。

“以后，我们在家门口就可坐飞机遨游世界了。”市
民陈爱玲说。 据介绍，北湖机场将于 2020 年底校飞，
确保 2021 年上半年通航。 它的通航给人们提供了更
便利的交通选择，加速了郴州与世界的接轨，有力助推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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