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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七十周年， 也是湘潭昭山示范区

成立十周年。 国运兴，园区兴，昭

山人怎能不豪情满怀，备感振奋？

2009 年，湘潭昭山示范区应

运而生， 成为湖南省两型社会建

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五个示范

片区之一。十年来，无论生态环境

保护还是基础设施建设， 无论项

目招商还是产业发展， 无论园区

经济还是社会事业……昭山在砥

砺奋进中树起了“两型”示范的标

杆。

一秩岁华，十年蝶变。透过这

些文字和图片， 我们仿佛能听到

这片“绿心”的呼吸和跳动，触摸

到这个园区的肌理和脉搏， 感受

到这座新城的风姿与芳华， 还可

以看到她值得期待的精彩未来

……

■ 曾佰龙 左媛媛 胡 宁

这是一片生态“绿心”，天地独惠，山
水钟情；这是一方创业热土，八方助力，
热潮涌动； 这是一座产业新城， 项目踵
至，名企云集……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昭山示范区自
成立以来，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围绕创建国
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 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和建设湖南健康产业园核心区的奋
斗目标，加快产城融合，努力争位赶超，
实现绿色崛起， 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量
质齐升的良好局面。 十年来，园区生产总
值增长 25 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0 倍，财政总收入增长 30 倍。

党旗飘扬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在“绿心”昭山，处处彰显增强实力、
激发活力的党建魅力。 近年来，昭山示范
区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等，为全区经济社会发
展注入强劲动力。

夯实党建基础， 全面落实党建领航
工程六大计划，实行“一村一策”推进村
（社区）“五化”建设。 严肃党内组织生活，
精心组织主题党日活动， 高标准完善党
组织活动阵地， 深入开展党建 + 精准扶
贫、党建 + 扫黑除恶、党建 + 文明创建等
主题活动， 七星村被列为省级培训现场
教学点，打造了“脚步为亲、越走越亲”
“绿心品读会”“中国淘宝村”“微商圈”等
党建品牌。

抓实理论学习， 认真践行“四责四
诺”要求，深入开展“五联五问”大调研，

扎实开展“好班
长、 好班子、好
队伍”建设，推动全
区形成激情有序、
务实高效的干事创业氛
围。 在关键节点、重大活动、重
点工作中，党员干部始终坚持“六带
头”，涌现出一批国、省先进典型，党政领
导班子社会公认度评估和综治民调在全
市园区排名靠前。 同时，全面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在全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

立体交通
让道路外联内畅

昭山示范区是湘潭的“北大门”， 北望长
沙，东临株洲，扼三市交通之咽喉。 以前，虽然
位于长株潭的几何中心，一条条铁路、公路穿
境而过，但过去由于许多节点没有打通，切割

了区域内的空间和道路，园区的区位交通优势
并未得到充分彰显。

从 2013 年开始， 昭山示范区加快了道路
基础设施建设：与京港澳高速、沪昆高速、京广
铁路、 武广高铁等国家交通大动脉相交的 14
个道路节点工程全部打通；大手笔建设了“三
纵四横”骨干路网（“三纵”指芙蓉大道、昭山大
道和湘江风光带昭山段，“四横” 指红易大道、
昭云路、 晴岚路和昭华路）；2016 年 12 月，长
株潭城际铁路昭山站开通；2017 年 11 月，京
港澳高速昭山北互通通车，打开了长株潭腹地
的新通道；今年，连接昭山示范区与湘潭经开
区的昭华湘江大桥也已全线贯通， 即将通车
……

除了发展“大交通”，昭山示范区还着力改
善“小交通”：金山路、昭阳路、昭易五号路等
140 多公里的次干道和通景公路及 12 个停车
场投入使用；提质改造小街小巷，四维路、南塘
路、长株潭大市场入口、大塘社区路、易家湾火
车站路等路面铺上沥青，改造一新；村级道路
实现水泥路“村村通”……

一个外联内畅、出行便捷的立体综合交通
网络在昭山示范区已经形成。 对外，从昭山到
长沙、株洲、湘潭三座城市主城区不超过 15 分
钟车程， 到长沙黄花机场和武广高铁长沙南
站、株洲西站仅 20 分钟车程，到沪昆高铁湘潭
北站仅 10 分钟车程；对内，可以方便快捷到达
每个村庄、社区、景区、市场、学校……

纵横交错的路网，便捷畅达的交通，方便
了群众出行，拓展了园区的发展空间，提高了
产业的承载能力。 沿着这一条条道路，昭山人
走向美好的明天。

产业发展
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依托资源优势，昭山示范区大力发展现代
服务业，形成了以健康养生、文化旅游、总部经
济、高端商务等为主导的产业格局。 随着产业
规模不断扩大，园区经济实现平稳增长，呈现
量质齐升的局面。

作为湖南健康产业园核心区，昭山示范区
已完成核心区概念性规划及设计方案，成立湘
潭市大健康产业联盟， 举办健康产业论坛，引
进了一大批健康产业项目： 恒大·养生谷四大
园对外开放，恒和康复医院开工建设，湖南惠
景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湖南健康产业园医学
医疗医药创新中心等项目主体完工，颐和云鲨
鱼健康管理中心投入运营……

以创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为目标，昭山示范区加快文化旅
游产业发展：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途居昭
山国际房车露营地等项目对外开放，成为昭山
文旅的闪亮名片；山市晴岚文化旅游小镇加紧
建设，致力打造“诗、画、禅、酒、渔、景”的新版
山市晴岚；处处是景点，户户有产业，人人能增
收，以七星村为代表的美丽乡村建设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成为
远近闻名的示范村； 湖南昭山国际创意港、绿
心文创谷投入运营；芒果音乐节、湘潭市旅游
节等活动精彩纷呈……

构建健康文旅产业新格局，打造争位赶超
发展新标杆。昭山示范区坚持用优质的绿色资
源发展绿色产业，实现了美丽风光催生美丽经
济的蝶变，真正将昭山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
优势，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湖南惠景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左）、湖南健康产业园医学医疗医药创新中心
（右）主体完工。 罗 韬 摄

昭山是长株潭生态“绿心”，总面积
68 平方公里。 这里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
优势，拥有江、湖、山、谷、溪等多种自然
景观资源，森林覆盖率达 67%，远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被誉为“天然氧吧”。

绿色是昭山最鲜明的底色。 底色也
是底气，是描绘美好蓝图、兑现庄严承诺
的坚实基础。 昭山示范区始终坚持“生态
保护优先”的发展理念，把“绿心”保护作
为最重要的政治使命， 把良好的生态环
境作为最根本的竞争力。 遵循区域定位，
严守生态底线，主动融入《长株潭城市群
生态绿心地区总体规划》 和各片区控制
性详规，该区所有区域、产业和基础设施

建设都严格按照“两型”要求，做好顶层
设计和规划编制，使“绿心”生态功能分
区真正成为刚性约束。

每到植树时节， 昭山示范区的山岭
上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 人们挥锹铲土，
栽下一棵棵树苗，种下一片片希望。 近五
年来，该区累计造林和改造林相近万亩。
严格落实森林防火责任， 加强火情预警
监测和应急联动，该区还投入 1700 万元
建成昭山消防站，建设生物防火带 30 公
里，创新建立三级防火体系，森林防火经
验在全省推广。

宁少 GDP，不多 COD。昭山示范区认
真落实“提一退二进三”的产业发展思路，
坚持从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对可能
形成污染的企业踢出“连环腿”。 近年来，
该区共拒绝 200 多家不合生态规划的企
业进入，拒批重污染工业项目 19个。 累计
投资 4.6 亿元，退出了 32 家能耗高、污染
重的工业企业，实现工业企业清零，并完
成化工厂、 农药厂等重金属污染土壤治
理。 该区还全面推行河长制，专项整治影
响水环境的污染源； 打响蓝天保卫战，深
入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持续改善环境
空气质量；积极宣传“两型”理念，广泛开
展绿色机关、景区、学校、市场、家庭、工地
等创建活动，昭山两型产业发展中心被住
建部评为三星绿色建筑。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城乡更美，
产业结构更优。 正是“像对待生命一样对
待生态环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
护制度,昭山示范区形成了绿色发展方式
和生活方式，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
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得到人民日
报、中新社、湖南日报等中央、省级主流
媒体的点赞。

生态保护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途居昭山国际房车露营基地。 罗韬 摄

湖南健康产业
展示馆。 龙 潭 摄

位于仰天湖畔的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 龙 潭 摄

湖南昭山“健康产业园”杯第二届沙滩健身健美大赛在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举行。 龙潭 摄

———来自湘潭的报道之八

“绿心”昭山。
方 阳 摄

民生保障
让幸福看得见摸得着

昭山示范区金山安置区内， 一栋栋南北
通透的小高层错落相间， 楼宇间草坪绿树青
翠宜人。70 岁的李子华推着童车上的小孙子，
在院里悠闲地散步。

李子华是拆迁安置户， 以前住在昭山镇
白鹤村。 2014 年 8 月， 他们一家住进了安置
区。 李老告诉我们，附近有菜市场、幼儿园，他
和老伴都入了社保， 儿子在长沙上班收入稳
定，如今一家人过得很幸福。

近年来， 昭山示范区始终注重保障和改
善民生，从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问题着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该区选择交通便利、 配套设施完善的地
段，高标准修建昭祥、金山两个安置

区，妥善解决征拆群众的住房
问题；按照“绿色、高端、

连片”的原则，建设昭
山棚户区改造集

中 安 置 小
区，有效

改善工矿、城市棚户区困难群众的居住条件；
新建两型公寓， 为前来昭山发展的各类人才
提供优质的配套服务；扎实推进精准扶贫，通
过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
兜底扶贫等方式，响鼓重槌尽锐出击，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 越来越多的昭山群众阔步走
在奔小康的路上； 积极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引进昭山和平小学、诺贝尔摇篮昭山幼稚
园、华鑫高级中学等，实现学前教育、小学教
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全覆盖，极大满足昭
山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昭山示范区还扎实抓好就业、 农村劳动
力转移等工作， 特困供养、 城乡低保全面提
标，征地农民即征即保；医药卫生体制不断完
善，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双建社区等
4 家单位成功创建省级文明卫生单位；圆满完
成省、市民生实事；深入开展平安创建，实施

“雪亮工程”，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升综
合治安能力……政策有力度，民生有温度。 昭
山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园区发展的红利，
感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两型”示范，阔步前行。 昭山示范区党工
委书记黄劲松表示， 全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紧扣文
化、旅游、健康等主导产业，全力推进国家级
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
建和湖南健康产业园核心区建设， 推动园区
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