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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也是文明中心。
永州、零陵一地二名，自古雅称潇湘，公元

前 111 年汉武帝置零陵郡，隋开皇九年（589）
置永州总管府。 作为湖南四大古郡之一，已有
2130年的厚重历史。

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前，永州城市建设没
有规划。 70 年来，永州市城市规划从无到有，
从粗放到精细，从总体规划到体系规划，从单
一规划到多规合一，形成了较为科学完善的城
乡规划体系。 在传承永州古朴文化的同时，一
座兼顾现代与久远人文的永州城正在崛起。

“零陵古城每天有数千名游客和市民来观
光旅游、休闲散步。”零陵区交警大队河西片区
负责人胡卫东介绍。 如今，零陵古城不但是永
州的新名片，更是永州旅游的“发动机”。 这是
永州市城市规划带来经济效益的一个缩影。

1982 至 1984 年，县级永州市、冷水滩市
先后制定第一部城市总体规划。 到 2017 年，
永州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保证重大项目能够落
地，完成《永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1—2020》
局部修改，2018 年 6 月获得省政府批准实施。
城市发展目标明确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湘、
粤、桂省际区域性中心城市和现代化生态旅游
宜居城市。

永州市规划部门负责人兴奋地介绍：到
2020 年， 永州市中心城区人口规模 100 万
人， 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100 平方公里
以内。

同时，永州市抓好乡村规划，推动乡村振
兴步伐，让乡村更美，乡风更文明。

入夜时分，从永州北部祁阳县茅竹镇三家
村到南端江华瑶族自治县湘江乡香草源村，远
山近水，古朴院落，花香入室。 人们燃起篝火，
载歌载舞迎接八方游客。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 永州市加快乡村振
兴步伐，建成一大批美丽乡村。距城区 50多公
里的冷水滩区花桥街镇敏村，着力写好“山水
文章”，创新打造了“游桃花江、品桃花鱼、观桃
花景、喝桃花浆”特色旅游，于 2018年 12月成
功创建国家 3A级旅游景区。 该村先后荣获永
州市卫生村、永州市美丽乡村、湖南省民主法
治示范村、湖南省秀美村庄等荣誉称号。

永州市从 1995年县级零陵区跻身国家卫
生城市、全国环境整治优秀城市开始，城市建
设累计获得中国幸福城市 20 强、 国家卫生城
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等国家
级荣誉 66 项 (含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2
个)。 各县城纷纷变大、变美、变新、变畅，江华
荣获国家园林县城、全国文明县城，宁远荣获
国家卫生县城，祁阳县黎家坪、东安县芦洪市
镇获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

到目前，永州市有全国重点镇 13 个，国家
级特色小镇、美丽宜居小镇、人居环境整治示
范村各 1个，中国传统村落 24 个，国家历史文
化名村 5个。全市荣获城镇建设方面各类省级
荣誉 265项。

民生之花灼灼开
———永州奋进 70 年巡礼之民生篇

今年 7 月，宁远县鲤溪镇仙马石村村
民刘文平，向支村两委提出退出兜底保障
申请。

原来，刘文平两年前患病，县里及时
把他纳入兜底保障一类对象，落实综合扶
助措施。 此后，他通过小额贷款入股村农
业合作社、任村保洁员等，年收入 2.48 万
元，成功脱贫。 这是永州市民生保障工作
不断发展，跃上新台阶的一个缩影。

关爱弱势群体，开展扶贫帮困，始终
是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永州市各级各部
门工作的重要内容， 目前已成功构建了
“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
度、可持续、多层次”的民生保障体系。

今年 7 月上中旬，永州市部分县区普
降大到暴雨， 不少乡镇受灾。 那段时间，
全市救助工作有条不紊开展， 救援人员、
救灾物资第一时间到达受灾村组。

在祁阳县浯溪一中抗洪救灾安置点，
年仅 6 岁的曾帆涛小朋友安心地在安置
点写作业，他的母亲肖灵与同室的人有说
有笑。 肖灵说，街道干部为大家提供了一
日三餐，还组织大家开展娱乐活动，大家
都很安心。 龙山街道下河街居民、今年 67
岁的高守元说：“有党和政府的关怀，洪水
来了也不可怕。 ”

洪灾期间，祁阳县紧急转移、安置受

灾群众 35296 名，所有安置点都安排专人
24小时服务，确保大家吃好住好。

到目前，永州市不断完善社会救助体
系，已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
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与社会
参与的“8+1”社会救助体系。 民政部门工
作人员介绍：“这些救助，涵盖了社会的方
方面面，能真正关怀到各方面人群。 ”

在新田县三井镇小坪塘村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孤寡老人张桐忠老人一脸幸
福地说：“现在，我每月可以领到 320 元特
困供养金， 每年享受 5460 元计生特扶金
和慰问金，两项加起来，每年有近万元收
入。 ”此外，张桐忠获得当地政府为他提供
的每年 60元的“扶贫特惠保”、 每年 180
元的医保缴费补贴，并免费享受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

近年， 永州市稳步推进兜底脱贫，
2017 年以来通过开展农村低保对象和兜
底脱贫对象认定清理，7.23 万名农村低保
对象纳入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对象，并实行
分类保障，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逐
步得到解决。

行走在宁远县乡村， 当地最好的房
子，除了学校，就是乡镇敬老院。

在该县冷水镇敬老院，只见院内设施

修缮一新，电视、热水器等家用电器齐全，
老人们正在服务人员的组织下， 吹拉弹
唱，不亦乐乎。 大家纷纷说，想不到在乡村
里，他们也能享受这样好的养老服务。

近年来，宁远县全面提升乡镇敬老院
硬件设施和服务质量。 投入 800 万元资
金，加大对中和、太平、保安、冷水等 15 个
农村敬老院的护理床位进行升级改造，加
强了水、电、消防等各项基础设施建设，配
备了摄像头、安装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
警器等。 这是永州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基本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
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
务体系的一个例证。

如今， 永州市建成市县福利中心 11
家、农村敬老院 140所(区域性中心敬老院
14 所)，以及日间照料中心、农村幸福院、
农村五保之家、社区小型养老机构、城乡
养老服务示范点等基层为老服务设施
2407 个。 民政部门资助建设养老床位
34644 张， 全市养老床位总量达到 36810
张，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达到 37.04张。

同时，永州市百岁老人长寿保健金由
200 元 / 月提高到 400 元 / 月，建立了 65
岁以上失能、半失能困难老人基本养老服
务补贴制度， 补贴覆盖率达到 76.4%，
24694 名老年人直接受益。 90 至 99 岁老
年人高龄补贴政策普遍实施，补贴标准每
人每月 100元。

今天，永州大地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
越来越好，人人安居乐业，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9 月 17 日， 双牌县上梧江瑶族自治乡上
梧江村种植大户夏国汉，忙着组织村民们采收
高山辣椒等蔬菜，并整理、打包。 两天内，这些
蔬菜将出现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餐
桌上。

夏国汉介绍，通过发展蔬菜产业，不但他
脱贫致富，还带动全村脱贫摘帽。

便捷的交通，成功开启永州市山区的致富
门。

从新中国成立到 1978年， 永州全市无高
速公路，无二级及以上公路。为此，永州市努力
构建“对内大循环、对外大通畅”综合立体交通
网络，形成了“公路成网、铁路升级、航空扩张、
水运起航、客货顺畅”格局。

到 2018 年， 永州市高速公路里程达 492
公里，二级及以上公路 1776 公里。 高速公路、
二级及以上公路完成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的跨
越式发展。 仅近三年，全市完成新建改建干线
公路 210 公里， 完成农村通畅公路 1747 公
里、升级改造农村公路 3500 公里，建成农村
招呼站 780 个，乡镇、行政村实现 100%通畅，
直接或间接带动 69.4万贫困人口脱贫。

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口镇瑶都水街，瑶胞盘
德平每天忙着接待南来北往的旅客。 其实，不

仅是盘德平，还有更多的瑶胞因为火车开进大
瑶山，生活蒸蒸日上。

新中国成立之前， 永州境内仅有一条铁
路，到 1978 年，永州市铁路网里程仅 104 公
里。

为圆铁路梦，永州上下不懈努力。2009年，
洛湛线贯穿永州市南北，结束了零陵、双牌、道
县、江永、江华等县区不通铁路的历史。

到目前，永州市境内有铁路 354 公里(不
含对湘桂铁路提质改造后的衡柳客运专线永
州段 101公里)。 特别是 2013 年 12 月湘桂高
铁建成通车，永州市正式进入高铁时代，永州
至深圳、“东安号”等从永州始发到深圳、广州
等沿海大城市的高铁开通。到 2018年，经停永
州高铁车次达到 21对。

在永州市冷水滩区，84 岁的市民李进军
拿出珍藏多年的火车票，向笔者介绍：过去，他
们出差只能挤绿皮火车或客运汽车。 而现在，
他坐高铁、高速、飞机等外出旅游、会友。

永州航空也从无到有， 实现快速发展，先
后开通上海经永州至昆明、 重庆经永州至三
亚、贵阳经永州至福州、厦门经永州至贵阳航
线、永州至西安、珠海、泉州等多条航线，旅客
吞吐量逐年提升。

秋日，走进永州市中心城区，只见道路
干净整洁，车辆摆放有序，商贾繁荣……

今年，永州市决策者们承前启后，高瞻
远瞩加强国家卫生城市管理， 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示范城市、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和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推进“六城同
创”工作。

永州市各级各部门党员干部率先深

入基层调研， 一个个群众呼声收集上来，
一件件实事得以落地：永州中心城区新增
2871个机动车停车位，冷水滩区集中清理
“僵尸车”68 辆，零陵区积极开展文化市场
专项整治行动……

今年 7 月以前， 冷水滩区伍家院社
区存在五线乱搭、城区内涝、下水道堵塞、
消防栓缺失、 卫生管理情况脏乱差等问
题。 经过一段时间整改，群众发现，社区环

境卫生整洁美观、市场秩序良好、下水道
正在清淤、 消防栓已经配备安装到位、五
线乱搭得到有效清理。

到目前， 永州市通过开展领导联点
共建和集中整治活动， 治理违规摊点 1.2
万余处、清理清运垃圾 1.6 万余吨，去除牛
皮癣 30余万处。 一大批卫生死角、脏乱差
痼疾得以清理和铲除，乱摆乱放、乱搭乱
建、乱贴乱画、乱堆乱倒、乱停乱闯等“十
乱”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全市各级各部门将宣传教育贯穿创
建工作的全过程， 冷水滩区制作了 H5 宣
传视频、零陵区制作的《零陵十二时辰》等
作品题材新颖、贴近群众，受到广大市民
的欢迎。 设置舆论监督专栏，组织了“全民
卫生日”、文明交通劝导、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进社区等各具特色的活动，发动市民广
泛参与。 广大市民主动请缨、争做志愿者，
冒酷暑、做劝导，无私奉献、热情参与，城市
主人翁精神和城市归属感日益强烈。

永州市中心城区还铺排与群众生活
息息相关的“微实事”项目 218 个，建成完
工 29个。 永州经开区发挥自身优势，联合
409队地质馆、 长丰集团联合打造地质科
普及展览基地和经开区公共大舞台，特色
鲜明。 进一步创新和加强社会综合治理，
创禁毒市工作在全国 109 个创建城市中
排名前列。

构建大交通网，生产生活大变样

推进“六城同创” ，打造幸福新高地

传承千年文明，建设美丽城乡

刘跃兵 张穆宸 黄建军 乐水旺 唐楚华 潘 芳

欣逢盛世，喜讯频传。
9 月 19 日，新竣工的江华瑶族自治县 S355 线二级公路勾挂岭路段公路桥，犹如巨龙卧在山间。 道路让该县码

市、大锡、水口、小圩等乡镇 10 余万瑶胞出行节省近一半时间。
近日，永州市再次提高城乡低保标准。 全市城市低保、农村低保指导标准从不低于 440 元/月、3480 元/年，提高

到不低于 500 元/月、3700 元/年；城乡低保月人均救助水平从不低于 330 元、195 元，提高到不低于 340 元、200 元。
……
70 年前，起伏的山峦曾阻隔永州的发展，落后的城乡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影响着永州父老乡亲的生产生活。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永州人民切实落实党的好政策，团结一心，苦干实干，永州大地换新颜！
永州市委书记严华话语铿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无我之心”做为民之事、富民之事、乐民之事。

市长何录春说，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融入到灵魂和血液当中，以实打实的工作成绩做好民生答卷。

加强民生保障，温暖社会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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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
冷水滩滨江
广场跳扇子
舞。

零陵区
东山景区。

冷水滩潇湘公园一角。

四通八达的路网。

冷水滩城区风光。

宁远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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