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永兴。

（本版图片由永兴县委宣传部提供）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永兴在党的领导下，致力于改革创新，锐意
进取，实现了从“创新追赶”到“创新引领”的
历史性变革，创新已成为永兴改革征程中的
最亮名片。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永兴先
后推出重点改革任务 279 项，集中力量抓好
国家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县、国家智慧城市
试点县、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全省
两型社会示范县、全省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
证试点、全省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试点等一
批国家和省级示范试点改革，激发了永兴经

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该县率先推行党建“四联四包”“书记信

访一体化”“便商之家”精准扶贫“大数据”农
村土地股份合作社试点等改革工作，经验做
法得到中央、全省各级媒体推介。 坚持科技
是第一生产力， 永兴探索一个又一个科技
“首创”，从“永兴中苞红球”列为全国推广的
第一个油茶良种，到“永兴冰糖橙”被授予
“中国十大名橙”称号；从改革科技拨款制度
到鼓励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永兴科技创新的
步伐从未停歇。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永兴突出主导
产业关键技术攻关，积极创建全国知名品牌
示范区，推进“中国银都”文化产业园建设，
科技创新掀起了新一轮高潮。 全县投入
R&D（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从 2000 年的
212 万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7.4 亿元 ，是
2000年的 349倍，年均增长 38.4%。

永兴作为“首批湖南省科技成果转化示
范县”以来，累计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
艺 70 余项，取得国内领先水平科技成果 13
项，有效发明专利 48 项，其中荣鹏金属、鑫
裕环保两家公司与中南大学共同研发的“复
杂二次资源中稀贵多金属分离回收关键技
术及应用”科技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成为首批省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县创 新 永 兴 :

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难探索、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工作重心的转移，永兴克服
各种自然灾害和不利因素，经济建设在不断
突破中前行。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永兴
县委、县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省委“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郴州市委“产业主导、全面发展”
战略，按照县十二届党代会提出的“一二四
四五”发展思路，用勤劳、智慧和拼搏精神创
造了发展奇迹。

70 年来， 该县 GDP 总量由 1952 年的

1785 万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340.5 亿元，增
长 1906 倍 ， 按可比价计算 ， 年均增长
12.1%， 其中改革开放以来的 2009 年突破
100 亿元关口，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 2016 年
突破 300亿元大关。

全县人均 GDP由 1952年的 60 元增加
到 2018 年的 62646 元，增长 1043 倍，达到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水平。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从 1949 年的 90 万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20.6亿元，增长 2292倍，年均增长 11.9%。

经过 70 年的接续奋斗， 永兴从新中国

成立初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到社会主义
改造以后的计划经济，再到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的市场经济，实现了从百废待兴到
百业兴旺的历史性跨越。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产业结构
由 1952 年的 60.8：23.3：15.9 调整为 2018
年的 7.6:43.0:49.4， 标志着现代服务业已成
为该县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增长点。 农业已
经形成了以优质米、冰糖橙、油茶、烤烟等产
业为主的农业产业化体系，农业专业协会组
织 695 家，省级龙头企业 3 家、市级龙头企
业 12 家， 永兴冰糖橙成功获批为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

永兴县工业基本形成了以稀贵金属产
业为主导，以电子信息、新材料、装备制造、
节能环保产业为协同的“1+4”工业体系，工
业企业从 1949 年的 9 个增加到 2018 年的
1089 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达 155 个，工
业增加值比 1952年增长 3620倍，白银产量
从 1978 年的 0.15 吨增加到 2018 年的
2600 多吨，雄风、贵研等 13 家企业进入全
省有色金属行业 50强。

2018 年底， 全县已有规模以上服务业
企业 75 家，排郴州市第二；服务业增加值比
1952 年增长 5920 倍。 电商产业从无到有，
实现乡镇全覆盖，村级覆盖率 80%，年电商
交易总额已经突破 13亿元。

人均 GDP 达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实 力 永 兴 ：

从“体内循环”到“敞开大门”、从“永兴
视角”到“全球视野”、从“引进来”到“走出
去”， 让思想清风荡涤陈旧暮气， 激发蓬勃
活力，汇聚磅礴伟力，永兴开放型经济日臻
完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永兴发挥
侨乡优势，在中部地区县率先创办一批中港

合资企业，成为全国唯一经中国人民银行总
行批准的允许自行销售“三废”回收金银产
品的县。

党的十八大以来，永兴先后出台《关于
进一步加大力度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实施意
见》《永兴县扩大开放鼓励投资加快承接产
业转移的若干措施》等政策文件，打造“两区
四园三组团”产业发展平台，积极打好节会
招商、小分队招商、以商招商、乡情招商“组
合拳”， 招商引资成绩斐然。 全县引进世界
500 强企业 6 家，2018 年引进亿元以上境
内省外项目 33 个， 实际到位内资 54.7 亿
元，是 2003年的 17.8倍，年均增长 21.6%。

该县还利用“一带一路”机遇，寻求出口
主体、产品、市场、渠道多元化，对外贸易发生
巨大变化， 产品从无到有， 出口规模逐步扩
大。 主要出口美国、英国、日本、韩国、荷兰和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主要出口产品有白银、电
解铅、铟、锌、铋等有色金属，其中铟每年出口
占全国的 10%， 成为国际上铟产品的重要供
应基地。 2018年实际利用外资 1.82亿美元，
是 1996年的 39倍，年均增长 18.3%。

另外，不断扩大有效需求，为经济发展
提供强力支撑。 永兴固定资产投资由 1952

年的 3 万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237 亿元，增
长 79万倍，年均增长 22.9%；2018年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93.2 亿元，是 1978 年的
194 倍， 是 1949 年的 2002 倍， 年均增长
11.7%； 自 1996 年永兴获得自营出口权以
来，外贸进出口总额由当年的 206 万美元增
加到 2018 年的 4.6 亿美元，增长 224 倍，年
均增长 27.9%。 外贸进出口总额多年居全省
前列。

外贸进出口总额多年居全省前列开 放 永 兴 :

美丽乡村。

永兴“中国银都”工业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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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秉钧 代志刚 曾 翔

大将故里换新颜， 沧桑

巨变耀银都。 永兴是黄克诚

大将的故乡， 红色基因孕育

出守正笃实、 开拓创新的力

量。

70年来， 永兴与伟大祖

国风雨同舟， 共同见证了党

领导全国人民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峥嵘历程。

70年来， 永兴从温饱不

足，到总体小康，再到率先建

成全面小康， 取得了令人自

豪的辉煌成就， 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巨大变化，实力永兴、

创新永兴、开放永兴、绿色永

兴、幸福永兴加快推进。

进入新时代、 站在新起

点，永兴正向“全国百强县”

挺进， 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篇

章。

70 年来的永兴乡村，从住土坯房烧柴火，到如
今住小别墅、电梯房，用天然气；从骑二八式自行车
到如今开小轿车，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城乡变化，反映
永兴城乡实现了从二元分割到融合发展的转变。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永兴作为全省县域经
济发展第一方阵、郴州打造湖南“新增长极”的重要
一极，城乡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县城建成区面积
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不足 2 平方公里扩展到如今的
14.5平方公里，成功创建为省级文明县城、省级园林
县城、省级卫生县城，荣获“中国城市管理创新示范
城市”称号。

该县马田镇获评“全国科学发展千强镇”，柏林
镇获批“全省首批产镇融合示范镇银艺小镇”，高亭
司镇列为“全省 100个特色旅游小镇”。 全县城镇化
率已达 53.4%，比 1990 年提高 41.6 个百分点，年均
提高 1.5个百分点。堡口、松柏、周家、铜角湾、八公分
等 5 个省级美丽乡村的成功打造，形成了武广高铁、
G107、西河、S219、郴永大道（永兴段）沿线美丽乡村
示范带。

永兴建成了城乡智能环卫系统， 创建了“户分
类、村收集、乡镇中转、县处理”四级联动的城乡环卫
同治“永兴模式”，被誉为“一场农村生活方式的革
命”，获评全省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先进县、全国
生态文明先进县。 高亭司镇板梁古村、坪洞村、金龟
镇牛头村和油麻镇柏树村 4 个村落列入第五批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 板梁古村获评全国生态文化村、全省
首批经典文化村。

几十年来，永兴投入交通建设资金 40余亿元，新
建农村公路 440公里，实现村村通水泥路，形成对外
大畅通、对内大循环的交通网络。 累计投入城乡公交
车 228台，开通公交客运线路 80条，实现了三级客运
网络全覆盖。 农村电网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实现了城
乡用电同网同价，全县宽带网络入村率达 100%。利用
网络和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发展农村电商，利用陆路交
通网和水生态风光带发展全域旅游， 促进了城乡经
济、文化互融。 永兴丹霞森林公园成功创建成为国家
级森林公园， 青山垅 -龙潭水库获批国家水利风景
区，西河风光带发展成为乡村旅游大通道和特色农业
聚集区。

被评为全国生态文明县

绿 色 永 兴 ：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永兴县委、县政府始终抓住
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一年接
着一年干， 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让永兴的每
一寸土地都生长出绿色和效益， 让永兴的每一个人
都得到尊严和全面发展”，实现了从不断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的跨越。

从全县仅两所普通中学， 到全面普及九年义务
教育；从公办学校独领风骚，到民办学校异军崛起，
迎来了“永兴教育”的百花齐放。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 教育项目投入 8.8 亿元， 新增城区标准学位
15000个，乡镇寄宿制学校实现全覆盖，被列为湖南
省标准化学校建设试点县。教育质量稳步提升，今年
一本上线人数 427 人， 高考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北
大、国防科大等知名院校赫然在列。

文体事业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挑灯夜话”，到
如今拥有本级电视台、 广播电台和率先建成融媒体
中心， 建成 21个乡镇综合文化站、600 余家覆盖城
乡的免费休闲书吧， 从黄克诚故居被列为全省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永兴花鼓戏、大布江拼布绣被列为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再到永兴被评为全国全民阅读
示范县、全国体育先进县、全国武术之乡、全省农村
电影发展示范县，永兴的文体事业全面繁荣。

全县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由 1949 年的 1 家增加
到 2018 年的 437 家， 卫生工作人员从 6 人增加到
2269 人， 拥有病床总数从 1952 年的 8 张增加到
2018年的 1950张，社会力量办医规模不断壮大，公
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步伐加快， 人民的医疗卫生需求
得到有效保障。

全县从业人数从 1952 年的 8.8 万人增加到
2018 年的 37.6 万人，增长 3.3 倍，年均增长 2.2%。
城镇登记失业率自 1990年以来一直保持在 4.5%以
下， 实现了数以十万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
业转移，就业形势基本稳定。

永兴紧扣“两不愁三保障”标准，精准施策，靶向
治疗，派出 129 支驻村工作队 300 名工作队员进驻
29 个贫困村、81 个贫困人口 100 人以上的非贫困
村， 安排 6260 名公职人员结对帮扶 9655 户贫困
户。 6 年来脱贫 25282 人，33 个省市贫困村全部出
列，贫困发生率降至 1.24%。 70 万永兴儿女正满怀
信心、昂首阔步行进在全面小康的康庄大道上，人民
幸福指数不断提高。

秋雨春风七十载，拓荒汗水化甘泉。 永兴 70年
深刻而伟大的变化， 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 该县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务实重行、砥砺奋进，再谱写新时代永
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尊严和全面发展

幸 福 永 兴 ：

农业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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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兴国家循环经济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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