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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说：“人们来到
城市是为了生活， 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
生活得更好。 ”

为了郴州人生活得更好，近年来，该市
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总揽，进一步改
善人居环境，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蓦
然回首， 这里景致更漂亮了， 交通更规范
了，街道更干净了，大地更绿了，一项项国
字号荣誉如雪片般纷至沓来。

城市品质不断提升， 郴州人民的幸福
指数也在节节攀升。 据介绍，在中国城市竞
争力研究会公布的 2015 年中国最具幸福
感城市排行榜上，入选城市 30 个，郴州是
湖南省唯一入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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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朝阳， 枕着郴江河入睡的郴州从
睡梦中醒来。 郴城的早晨一派祥和，人们从
家里走出来上班上学，脚步匆忙。

在苏仙北路郴州日报社门口的斑马
线，行人鱼贯穿过马路，司机看到这个情况
后放慢车速， 将车停在斑马线外让行人先
过去。 车辆礼让斑马线，这跟郴州创建“国
家交通管理模范城市”密不可分。

我们了解到，为改善城市交通、提升城
市品位和管理水平， 促进城市和谐发展，郴
州从 2009年开始实施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畅
通工程，积极创建“国家交通管理模范城市”。

该市先后筹资新建了 107国道绕城线、
郴永大道等 51条城市道路； 扩建了郴州大
道、南岭大道等主干道；提质改造了 32条主
次干道及 28条支路、123条背街小巷； 打通
了龙泉路、民生路等 16条“断头路”。

同时，规范设置交通标志、标线、标牌，
通过启用交通视频监控、 交通违法抓拍球
等系统，交通指挥中心实现应急指挥调度、
组织协调、 辅助决策和执行监督等职能的
实时、高效。

不仅如此，郴州还先后整体搬迁了汽车
南站、汽车总站，将城区班线公交站、汽车销
售市场和建材市场也全部搬迁至城乡结合
部，还搬迁了 165个水果批发市场。 大力实
施“农贸市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改造和搬
迁部分农贸市场，减轻了城区交通压力。

郴州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对外开放，
实行一小时内免费停车， 通过拆违拆墙腾地
增添停车位，有效解决了城区“停车难”问题。

2013年，由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东南大
学交通学院等组成的国家验收组，对郴州交
通管理水平进行了暗访，顺利通过验收。

国家级卫生优秀城市是城市卫生工作
的最高荣誉，也是一个城市综合素质的重要
标志。

2009 年 4 月，郴州吹响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号角，开展市容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市
城区农贸市场卫生整治、城中村和城乡结合
部卫生整治等 10大攻坚战。

有耕耘就有收获。 经过 6 年的不懈努
力，该市城市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人居环
境更加舒适，综合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市民
卫生文明素质不断提高。

2015 年 3 月， 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召开
的全国爱国卫生工作会议暨全国城乡环境
卫生整洁行动现场会上，郴州被全国爱国卫
生运动委员会命名为“国家卫生城市”。

按照规定，全国爱卫办对“国家卫生城
市”实行动态管理，命名后每 3 年复审一次。
根据复审结果，全国爱卫会对符合标准的城
市予以重新确认命名，不符合标准的暂缓确
认直至撤销命名。

去年，郴州接受“国家卫生城市”省级复
查，及“国家卫生城市”暗访组对郴州巩固“国

家卫生城市” 暗访。 该市以 818.9 分（总分
1000分）的成绩，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城市”首
次复审，总分位居省内 6个测评城市第二名。

干净整洁的郴城，给客人留下美好的印
象。 2017年 5月，来郴州参加第五届中国(湖
南) 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的美国宇航员哈里
森·施密特博士， 带着妻子参观游览了郴州
国际会展中心、苏仙岭、龙女温泉等地方。 他
毫不掩饰内心的喜悦：“我和妻子特丽萨非
常喜欢矿博会，喜欢郴州这座城市，很荣幸
来到这里。 ”

郴州古称“林邑”，意为林中之城。 然而，
在 2008 年特大冰灾中，全市林地受损严重，
森林覆盖率下降到 57.8%。

为再现林中之城，2009年，郴州开展“生
态景观建设攻坚”， 共种植各类苗木 200 多
万株 40多个品种。

2010年， 郴州连续开展六期 “绿城攻
坚”活动及两期“绿荫行动”，共栽植各类苗
木 2000多万株，栽植各类花卉 100余万株。

2011 年， 该市启动“三年城乡绿化攻
坚”，大力实施城市绿化、村镇绿化以及荒山
荒地绿化等“五大工程”，完成荒山荒地及迹

地更新造林 198 万亩， 示范乡镇绿化 172
个，示范村庄绿化 635 个，新增城区绿化面
积 458.2万平方米。

同时，按照生物多样性、中心城区水系
水景、城市绿地等规划要求，该市着力打造
“一圈两环、蓝脉绿网、十山十湖”城市大园
林生态圈。

行走郴州，一步一景，路是林阴路，园是
绿色创意园，路园相通，郴城就像一个大观
园，沿郴江河、西河共建成广场、游园、公园
100多个。

2013 年， 郴州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城

市”；2014 年， 跻身“国家森林城市”；2016
年，获评“全国绿化模范城市”。

如今，郴州咬定“生态郴州”战略目标，
着力构建生态自然、生态产业、生态宜居、生
态文化 4 大体系，实施“青山、碧水、蓝天、净
土”4 大工程，力创“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市”。
目前，该市森林覆盖率达 67.9%。

天蓝了、地绿了、空气质量好了，走进
郴州感觉就像一个“大氧吧”。 2015 年底，
新浪网等网络媒体发布“2015 年中国大陆
城市‘氧吧’50 强”， 郴州是湖南省唯一入
选城市。

这是一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这是一座“国家交通管理模范城市”

这是一座“中国卫生城市”

这是一座“全国绿化模范城市”

郴州地处南岭山脉北麓，是湘江、赣江、
北江三大水系源头之一，境内河流密布。

过去，由于水利工程设施不完善，城市
防洪抗灾能力弱，郴州旱涝灾害交替发生。

与此同时， 随着工业化、 城镇化的加速，
“中国有色金属之乡”荣光背后，水污染问题日
益凸显。“天灾”与“人祸”并存，新老水问题交
织，成了郴州走向湖南省两型社会建设示范点
先行路上，不得不面对和突破的瓶颈。

近年， 特别是 2013 年被列为首批全国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市以来，郴州将水

生态文明建设与“四化两型”社会建设同步
推进，走绿色、低碳、循环的转型发展之路。

郴州积极探索多元化投资方式，大力开
展水利建设三年行动、 湘江保护三年行动、
河道采砂规范整治等专项行动。 建立健全农
村饮水安全、农田水利建设和河道保洁等各
专项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研究解决重大问
题，负责检查指导工作进展情况。

该市将水利风景区创建与水生态文明
示范创建融合推进， 全市评选出 30 多个水
生态文明示范点，安排“全域覆盖、突出重

点、分类奖补”原则，充分发挥各示范点的典
型引领作用，全力推进水生态文明城市试点
建设。

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2017 年， 郴州顺
利通过水利部、省政府验收，成功创建“全国
水生态文明城市”。

城因水而变，郴州因为有了水的浸润更
显秀美灵动、气象万千。 今天，山水郴州在中
国梦的呼唤下， 正以全面推行河长制为契
机，奋力描绘“实力郴州、创新郴州、开放郴
州、生态郴州、人本郴州”的美好蓝图！

这是一座“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

汝城县热水河风光带。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郴州市委宣传部提供）

一方神奇山水， 唤醒多少人的梦里田
园；一曲乡村风情，勾起多少人的美丽乡愁。

金秋时节，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到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温泉之城”郴州
是个不错的选择。

位于湖南“南大门”的郴州，北瞻衡岳，
南峙五岭，东界罗霄，西望潇水，可谓“四面
青山列翠屏，山川之秀甲湖南”，自古享有
“天下第十八福地”的美誉。

“天赐华夏、别样郴州”。 目前，该市有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个、森林公园 8 个、湿
地公园 4 个、地质公园 1 个，还有苏仙岭、
东江湖等风景名胜 100多处。

如果你喜欢游山， 可到宜章莽山国家
森林公园， 这里拥有地球同纬度带面积最
大、 保存最完好的原生型常绿阔叶林和丰
富的动植物资源。 森林覆盖率达 99.01%，
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高达每立方厘米

10.69万个。
如果你喜欢玩水，可到资兴市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东江湖。 东江湖面积 200 平方
公里，融山的隽秀、水的神韵于一体，揽南
国秀色、集历史文明于一身，被誉为“人间
天上一湖水，万千景象在其中”。

如果你喜欢草原， 可到郴州市北湖区
沿着仰天湖瑶族乡， 沿盘山公路向南直奔
才口水村， 一个 20 余亩的仰天湖与周围
14平方公里的草原朝晖相映，这就是“仰天
湖十景”之一———天湖草原。 天湖草原湖光
山色，如诗如画，有“江南的内蒙”之称。

如果你是一个戏迷， 可到桂阳县走一
趟。 该县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湘昆的发
祥地，长期以来，昆剧、湘剧、祁剧、花灯戏
等在这里薪火相传、争妍斗艳，被外界誉为
“戏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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