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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怀
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实现了从贫困落后到
新增长极、从内陆封闭到湖南西南开放门户、从温饱
不足到迈向全面小康的历史跨越。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重
要指示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
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重整行装再出发，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奋力
谱写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怀化篇章。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就要对党绝对忠诚，进一
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维护党中
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坚持全面系统学、及时
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真正学懂弄通做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
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
精神，结合怀化实际创造性抓好贯彻落实。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就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
务，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把产业项目建设
作为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对接和落
实省“135”工程升级版，以产业及产业园区三年提升

行动为抓手，以怀化国家高新区、怀化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 怀化经开区和 13 个县市区省级工业集中区为
主战场，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抓好产业招商，加强要素
保障，加快发展现代商贸物流、生态文化旅游、医养健
康(中药材)、绿色食品等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电子信
息、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新材料、轨道交通配套、大
数据等新兴产业链，走“名、优、特、科、高”产业发展之
路。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加快推进生态创新
融合发展，强力推进产业链、创新链、金融链、人才链、
价值链“五链”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产业生态化、生态
产业化的生态经济体系，用创新扮靓生态名片。坚定
不移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污染防治攻坚战，筑牢
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就要把改革开放进行到
底，加快建设 5 省（市、自治区）边区改革开放高地。坚
持把改革创新作为破解发展难题的重要法宝，按照党
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深入推进各领域改革，持续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管服”改革、园区管理体制
改革、财税征管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促进基层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牢牢把握“一带一
部”战略定位，充分发挥怀化在国家“一带一路”、长江
经济带和湖南“一核三极四带多点”发展格局中的区
位优势，深入落实“五大开放行动”，建好用好广州港

怀化内陆港、怀化海关、国家工商总局商标注册业务
怀化受理中心、铁路口岸、公共保税仓、怀化至明斯克
中欧班列、怀化至德黑兰中亚班列等平台，扎实抓好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外贸
进出口加工园区、农产品出口安全示范区建设，构建
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就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论述，全力
攻坚沅陵、溆浦、麻阳、通道 4个县保质脱贫摘帽，持续
巩固提升已摘帽 9个县的脱贫成果，确保如期保质保量
脱贫。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抓好就业、教
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科技、环保、社会治理等工作，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的民生问题，让全市人
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同步进入小康社会。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就要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全面落实新时代
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高质量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认真贯彻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坚持凭忠诚、干净、担当和业绩选人用人，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推动基层党
建全面升级，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建设更加山
清水秀的自然生态和风清气朗的政治生态、社会生态。

通道转兵纪念馆
1934 年冬，中央红军面对国民党军队“口袋”包围，在

生死存亡关头，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力挽狂澜，提议
转兵贵州，使红军幸免于灭顶之灾，从而挽救了中国共产党，
挽救了中国革命。通道转兵，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转折点和里
程碑，为中央红军走向胜利指明了方向，揭开了中国共产党
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的序幕。

通道转兵纪念馆位于通道侗族自治县县溪镇罗蒙山下，
由主题陈列馆、纪念广场、通道会议旧址恭城书院等部分组
成。该馆先后被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等。2014 年 12 月正式对
外开放以来，日均接待参观者 1500 人次以上。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旧址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8 月 21
日，日本降使今井武夫代表日本政府飞抵芷江，向中国政府
无条件投降，史称“芷江受降”。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旧址位于芷江侗族自治县
芷江镇七里桥村。 受降旧址已由原来占地 12 亩发展到占地
300 多亩的“一园三馆”，即芷江和平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受降纪念馆、湖南抗日战争纪念馆、飞虎队纪念馆。现为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2014 年
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 80 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安江农校纪念园

50 多年前，雪峰山下一块试验田的杂交水稻研究，引发
世界水稻界一次革命。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怀着“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的
梦想，在怀化安江农校成功培育出杂交水稻。怀化，也成为举
世公认的“杂交水稻发源地”。

安江农校因袁隆平及杂交水稻而闻名全国、 享誉世界。
安江农校纪念园于 2009 年 8 月被国务院特批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底获批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该园见证
了袁隆平及其团队在杂交水稻研究过程中的奋斗足迹，是中
国杂交水稻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人类稻作文明阶段性历史
发展的物证。

五强溪水电站

从沅陵县官庄镇下高速公路， 再沿着
逶迤的山路北行约 60 公里，就到了沅
陵县五强溪镇。五强溪，一个偏远
的地方，因为五强溪水电站而名
闻天下。

从 1952 年开始地质
勘测到 1986 年复工建
设， 从 12 万人大移民
到 1996 年电站全部
机组投产发电，五
强溪水电站作为
湖南首座装机容
量达 120 万千
瓦的大型水电
站， 在湖南水
电建设史上立
起 了 一 座 丰
碑。

五强溪水
电站建成 20
多年来， 大大
缓解了我省电
力供应紧张局
面； 对减少沅
江下游洪灾水
患、保护洞庭湖
区“粮仓”安全，
也具有极其重要
的意义；同时，兼
具航运、养殖效益。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整理）

重整行装再出发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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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7 日，中方县铁坡镇江坪村，梯田
已进入收割期，金色的稻田把古村装点得更加
美丽。该村始建于宋末元初，至今已有 840 余
年，为湖南省第五批历史文化名村。近年，在推
进脱贫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中，江坪村拉通村
组道路，强化垃圾管理，实施圈养养殖，乡村人
居环境大大改善。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杨冉 摄影报道

沅陵县大合坪乡政府退休职工 钟顺先

我叫钟顺先，是沅陵县大合坪乡政府食
堂退休职工，一生为“吃”，道不尽吃的故事。

我与共和国同龄， 出身于贫苦农民家
庭，家里缺吃少穿。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搞土
改，家里分了田分了地，生活好起来。后来国
家遭遇暂时困难，家里粮食不够吃，我经常
饿肚子。困难时期过去后，家里又遭遇不幸。
我 13 岁那年，父母相继过世，我和姐姐相依
为命。我们生活很困难，一天两顿饭，早上苞
谷粑粑，晚上红苕饭。乡亲们见我年纪小，要
长个，推荐我给村里瓦匠师傅当学徒，我拼
命干活，解决了吃饭问题。

20 岁参军入伍，分到炊事班。部队生活
有保障，我们自己还喂猪种菜，改善战友们
的伙食。由于表现好，我在部队入了党。

1975 年退伍，我回家务农，当时还在搞
大集体，家里粮食不够吃。

两三年后， 我被推荐到当时的公社、县
办铜矿当“大师傅”，后来留在乡政府食堂当
临时工。改革开放后，农村搞“大包干”，农民
生产积极性高，吃饭问题很快解决了。不过，
干部收入不是很高，大多吃在食堂。为保证
大家吃饱吃好，有精神干工作，我发扬部队

传统，自己养猪种菜，变换伙食花样，设法改
善干部生活。

好服务，好手艺，赢得好评价。1991 年，
我 10 年临时工身份结束， 转为乡政府正式
职工，经济发展了，自己又有了“铁饭碗”，一
家人吃穿不愁。

随着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
逐年提高，百姓餐桌越来越丰富。过去一日
三餐为填饱肚子，如今在乡下都能吃到全国
各地的美食， 大家越来越讲究营养搭配、科
学饮食。

从吃不饱到吃饱，从吃饱到吃好，吃中
看变化，百姓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我是亲
历者，也是见证人。

2014 年退休后， 我和老伴随儿女进城
住，每天牛奶、肉食、水果是必需品。早晚跳
一个小时广场舞、打一个小时羽毛球，周末
邀约三朋四友去徒步。

2018 年，我和老伴到北京旅游，坐飞机，
看天安门，爬长城，拍照片，品美食，兴奋得
跟孩子一般。

我跟儿女讲，有吃有穿有玩，好日子没
过够，我们要把身体练得更棒，争取活到 100
岁。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邓永松 整理）

从吃饱到吃好

▲

2018 年 7 月 4 日，怀化市全景图。 通讯员 摄

▲ 1988 年，
怀化火车站。

通讯员 摄

▲

2017 年 8 月 6 日，怀化
南站夜景。 通讯员 摄

2018 年 6 月
29日上午，一列满
载货物的国际货运列
车，从怀化铁路口岸启程，驶
往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当天，怀化至明斯
克中欧班列开通。 潘雨 摄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我家就在雪峰住，冰糖橙红甜四方；我家就在
沅水边，风吹稻浪甜四方。侗苗芦笙唱甜蜜，红色路
上思甜蜜……”一曲《甜甜的怀化》，道出了怀化人
的心声。

中秋时节，踏访史称“五溪”的怀化，满目是甜甜
的水果、甜甜的笑脸。听五溪儿女带着满满的幸福感，
讲述一个个甜甜的故事，从中仿佛听到了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怀化从苦到甜、奋力前行的足音。

70 年奋斗不息，70 年苦尽甘来，孕育出新时代
甜甜的怀化。

“打开山门，让世界尝到怀化甜”
———甜蜜的产业

假如要在湖南选一个最“甜”的市州，非怀化莫
属。该市共有 120 多个水果品种，年产量近 100 万
吨，占全省三分之一。

抬头是山，低头是山，绵延不绝的大山造就了
怀化，也把现代文明与富足挡在山外。新中国成立
之初的怀化，“养在深闺人未识”， 丰富的资源并不
能变成丰厚的财富。

“打开山门，让世界尝到怀化甜。”为改变“人走
马驮”的历史，怀化掀起了一轮又一轮交通大会战。

上世纪 70年代初，随着湘黔、枝柳铁路通车，火
车“拖”来了怀化城。但怀化人的脚步并没有停留在铁
轨上，而是加快编织立体交通网。目前，全市形成了普
铁、高铁、高速公路、普通公路、航空、航运“六位一体”
立体交通网络，迈入“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行列。

满载“怀化甜”，奏响“开放曲”。今年 6 月 28
日， 怀化驶往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中亚班列开通，这
是继怀化至明斯克中欧班列开通后， 又一趟开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铁路货运班列。怀化成
为继省会长沙后，我省第二个开通中欧班列、中亚
班列的城市。地处内陆腹地的怀化，变身开放前沿。

立体交通开“山门”，让怀化联通全国，走向世
界。 以商贸物流为主的第三产业加快转型升级，西
南一级商贸物流基地呼之欲出。

甜蜜的产业在延伸。 通过生态创新融合发展，
依托民族风情和青山绿水， 将民俗文化转化为资
源，将山货转化为特产，“多旅融合”让甜甜的怀化
走出大山，千亿生态文化旅游产业正在形成。

“打铁是重工业，弹棉花是轻工业，赶场卖东西
是商贸业。”有人这样形容旧中国的怀化。

进入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走绿色发展之
路，成为怀化坚定不移的追求。怀化持续开展产业
及产业园区 3 年倍增行动及 3 年提升行动。 目前，
怀化工业园区（集中区）从无到有逐步壮大，省级工
业园区已发展到 15 个。 近年来， 全市共引进三类

“500 强”企业 68 家。
作为后来居上、出奇制胜的重要法宝，怀化加快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依托科技创新，传统
产业长“高”，新兴产业长“大”。目前，全市高新技术企
业达到 156家，去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全社会研
发经费、发明专利申请量增速均居全省第一。

“赶上了好时代，幸福生活比蜜甜”
———甜蜜的生活

“搬出大山住新房喜上眉梢，上学上班两不愁乐
在其中。”9月 8日，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大堡子镇上
河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搬迁户唐邦顺在新房门口
贴上红红的对联，横联“三喜临门”。“搬新房，我和爱
人找到了工作，女儿考上县一中，真是赶上了好时代，
幸福生活比蜜甜。”唐邦顺笑容满面地说。

70 年春华秋实，无数个“曾经”都变了模样，发
展的巨大成就融入一天比一天过得好的生活中。

推进第一民生工程，奋力脱贫攻坚，小康路上
一个都不能少。2014 年怀化市共有贫困人口 87.07
万人，到 2018 年底，全市贫困人口仅剩 9.52 万人，
贫困发生率由 20.8%下降到 2.32%。

在怀化，最好的房子是学校，最美的风景在校
园。怀化市推进教育优先发展，力促县乡村教育均
衡发展。近 5 年来，全市累计投入教育资金 360 亿
元，年均增长 11.5%，65%投向农村、边远、薄弱学
校。全市新建学校 34 所，改扩建 913 所，新增学位
13.27 万个，使城里不再“挤”、乡村不再“弱”。

从 2016 年以来， 怀化市中小学生溺亡事故逐
年大幅下降。市教育局负责人说：“暑假防溺水工作
是市委书记、市长始终牵挂的工作，全市各级各部
门齐抓共管、多措并举，织密了学生安全防护网。”

“民生”跟着“民声”走，点点滴滴总关情。怀化从
细微处入手，让暖暖的民生温度传递到千家万户。

绿色是美好生活的底色。怀化大力推进“碧水
蓝天”工程，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到 2018 年底，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70.97%，收获了“国家级生态示
范区”“全国十佳生态文明城市”“全国水质较好的
30 座城市”等一张张烫金名片，成为全国 9 大生态
良好区域之一。

“三条扁担横不过街，三个人吵架满城听得
见，三千多居民散住在山窝间。”这是新中国

成立前沈从文先生笔下的怀化城。
加快城市建设， 提升百姓幸福指
数。至 2018 年底，怀化中心城区

建成区面积达 65 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达 62 万人。近年来

通过开展“绿城攻坚”行动，怀化城区建成区绿地面
积达到 1839.21 公顷，步入“中国魅力城市 200 强”
行列，一座欣欣向荣、宜居宜业的生态中心城市在
湘鄂渝黔桂 5 省（市、自治区）边区迅速崛起。

“为了山果变甜果，我们一起加油干”
———甜蜜的事业

“黄连冲不苦了！”麻阳苗族自治县高村镇黄连
冲村村民向玉北豪迈地说， 自从扶贫工作队驻村
后，主村道拓宽了，通组公路硬化了，饮水安全放心
了，新修村小学让孩子家门口入学，产业园也建起
来了。工作队的同志蛮辛苦的。

“身累心甜！”驻黄连冲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刘明
云深情地说，“我们干的是甜蜜的事业， 百姓富裕
了，再苦再累也值得！”

在怀化党员干部中，有一种“山果”情愫。“山果”
是网络小说《山果》中的主人公，小说讲述了来自贫困
家庭的小姑娘“山果”卖核桃的感人故事。怀化市委书
记彭国甫向全市干部群众推荐《山果》，并发出“为了
山果变甜果，我们一起加油干”的倡议，要求以干部的
高辛苦指数，换取百姓的高幸福指数。

与怀化中心城区一河之隔的怀化经开区，是一
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谁能想到，24 年前， 这里还是一片沉睡的荒山
野岭，踩着改革开放的激越鼓点，经开区的党员干
部接力拼搏，将荒地变为商贸物流城。近两年，随着
公共保税区、铁路海岸海关监管场所、跨境商品交
易中心、外贸孵化园等开放平台相继建成，外向型
经济迅速崛起，这里成了怀化对外开放的高地。

苦干实干，干出精彩。对这一点，地处山区的怀
化理解更深。

秋日的阳光把“怀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
牌子照得熠熠生辉。而 3 年前，园区的牌子还是“怀
化工业园”。敢拼跑出加速度。从市领导到市相关部
门负责人，从园区干部到入园企业，劲往一处使。去
年 2 月，怀化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为武陵
山片区首家，也是全国地级市工业园区中，两年内
实现省、国家级高新区联创目标之先例。

忠诚守初心，奋斗担使命。怀化坚持严管与厚
爱相结合，用制度创新激励干部敢担当，营造山清
水秀的政治生态。党员干部用身影指挥，用行动说
话，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情怀，办成了一批多年想办
而未办成的大事要事。

开通怀邵衡高铁、获批设怀化海关、纳入商贸
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翻开 2018 年
怀化经济发展 10 件大事记，看到了这里干部
群众投身“甜蜜事业” 的勇气和智
慧。

海阔大潮涌， 风劲再扬帆。
甜甜的怀化，正阔步走向更加甜
蜜的明天！

中共怀化市委书记 彭国甫
怀化市人民政府市长 雷绍业

我与共和国共成长 数说

地区生产总值

1949年 1.62亿元

2018 年 1513.27亿元

财政总收入

1951 年 0.02亿元

2018 年 150.39亿元

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1988 年 1010元
2018 年 26703元 农村居民

人均
可支配收入

1949年 30元

2018 年 9811元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整理）

制图/刘铮铮

▲通道侗族自治县万佛
山景区。（资料照片）

林安权 摄

▲5 月 26 日，怀化芷江机场。 田文国 摄

▲2018 年 11 月 27 日，怀化市九丰现代农博园，工人在智
能大棚内打理无土栽培的花卉、蔬菜。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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