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艰苦奋斗七十载， 砥砺前行踏征
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始终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着
力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溆浦人民
过上了好日子。

据统计，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949 年的 36 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11294 元，年均增长 15.9%；城镇居民可
支配收入从 1995 年的 3864 元提高到
2018 年的 23578 元，年均增长 8.2%；居
民存款由 1949 年的 1 万元增长至
2018 年的 202.2 亿 元 ， 年 均 增 长
25.9%； 普通中学在校生由 1949 年的
395 人增长到 2018 年的 4.09 万人，小
学在校学生由 1949 年的 1.4 万人增长
到 2018 年的 7.03 万人，卫生技术人员
由 1949 年的 68 人增长到 2018 年的
3481 人。

牢记殷切嘱托、奋战脱贫攻坚。 特
别是近几年来，县委、县政府坚定不移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方
略，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全县共减少
贫困人口 27304 户 102147 人， 出列贫
困村 109 个，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的
20.23%降至 2018 年底的 3.95%。 今年
计划再出列 29 个村， 脱贫 7699 户
24989 人，顺利实现整县高质量脱贫摘
帽。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2018 年，
北斗溪镇来凤村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
张贻林入住新房后， 写了一副对联，上
联是：感谢习主席旧屋换新房，下联是：
莫忘共产党脱贫奔小康，横批：共产党
好。 道出了全县贫困群众内心深处对党
的感激感恩之情。

“万里征途奋今朝，党领导，人年
少，万紫千红竟妖娆。 峥嵘岁月宏图起，
东风荡，春来早。 ”我们坚信，有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
指引，有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
坚强领导， 有百万溆浦人民的艰苦奋
斗，溆浦人民一定能够走好新时代的长
征路，溆浦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周晓鹏 周洪剑 曾 伟 伍交才

壮丽七十年，奋斗新时代。
1949 年 9 月 19 日， 溆浦全境

解放， 饱受欺压的溆浦人民摆脱压
迫，迎来了“站起来”的崭新生活。

1949 年 10 月 1 日， 溆浦县城
红旗猎猎、喜气洋洋，人们欢呼雀跃、
载歌载舞，庆祝新中国成立。

2019 年 10 月 1 日， 溆浦大地
五谷飘香、流光溢彩，人们欢歌笑语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大潮奔涌逐浪高，沧桑巨变看今
朝。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溆浦人民顽
强拼搏、勇创新业，用智慧和汗水创
造了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全县经济社
会发展硕果累累，成绩辉煌。 “革命老
区县、屈原文化城、抗战决胜地、湘西
乌克兰、 资源宝藏库、 理想创业园”
声名远播。

七十年，弹指一挥间。千年老城廓，旧貌换
新颜。

新中国成立初期， 溆浦城市破烂不堪，乡
村发展落后。“三条扁担横不过街，三个人吵架
满城听得见。 ”城镇人口只有 7000 人。 如今，
县城建成区面积已达到 14.78 平方公里，建成
区绿化率达 39.5%，亮化率达 100%，城区人口
达到 17.23�万人。

走进溆浦县城， 灵翠山公园美景如画，辞
海广场成为名片， 夏家溪旧城改造顺利完成，
三座大桥横跨南北，警予路花香扑鼻，背街小
巷干净清爽，县城面貌焕然一新。

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龙潭、低庄、大江
口、桥江等老镇焕发新颜，北斗溪、统溪河、思
蒙、三江等新镇熠熠生辉。 2018 年，溆浦县成
功创建国家卫生县城、省级文明县城。

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 2013 年以
来，持续整治生态环境，封山育林 253 万亩，累

计修复裸露山体 3.1 万亩，成功创建思蒙国家
湿地公园、溆浦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达
到 67.5%，空气质量优良率 94.8%，被评为全国
绿化模范县。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溆浦县坚持教育优
先发展，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屈原学校、圣达学
校、鹿鸣学校、芙蓉学校相继建成，县一中、县
职中、卢峰镇中、警予学校完成改扩建；扎实推
进乡村小规模学校、乡镇寄宿制学校、教师周
转宿舍建设，教育教学条件不断改善，城乡教
育均衡优质发展。 2017 年被评为“全国义务教
育发展基本均衡县”“湖南省教育强县”和“县
级人民政府教育先进单位”。

百姓平安才是福。溆浦县积极推进“平安
溆浦”“法治溆浦” 建设， 全县综治民调由
2012 年的全省第 109 位提升到 2018 年的全
省第 17 位，连续 4 年保持“湖南省平安县”荣
誉称号。

70 年砥砺奋进，新时代续写辉煌。
新中国成立初期， 溆浦是“养牛为种

田，养猪为过年，养鸡为换油盐针线钱”的
自给自足小农经济。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县人民励精图治、奋发
进取、艰苦创业，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据统计部门统计：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以来，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由 1949 年的 3390
万元增长到 2018年的 156.3亿元，年均增长
10.2%；人均 GDP由 1949年的 88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20462 元，年均增长 9%；财政总

收入由 1949 年的 120 万元增长到 2018 年
的 12.46亿元，年均增长 11.7%。

提升农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水东银
湖的棉花和岩家垅洞底湾的柑橘获得国家
级奖励。 溆浦获得了“湘西粮仓”“南方枣
乡”“全国水果之乡” 等美称。 如今，“溆浦
鹅”、“溆浦瑶茶” 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雪峰片片橘” 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粮食主产县”
“全国生猪调出大县”等殊荣成为溆浦人民
的骄傲。

振兴工业。 溆浦的工业 1949 年总产值
仅 65 万元，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1.08%。这
些年来，县委、县政府大胆突破惯性思维，
抢抓机遇，借势发力，敢想敢干，善作善成。
红花园工业园从 2013 年 8 月确定选址，10
月成立管委会，12 月获批省级工业集中区；
2014 年 2 月启动园区规划编制，4 月基础
设施建设破土动工；2015 年 3 月开山平地，
5 月标准厂房开工建设；2016 年 1 月首家
企业入园投产……

短短的几年时间，硬是从一片荒山坡上
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实现历史性
突破。 目前，已建成标准厂房 11.2万平方米，
签约企业达 41家，29家企业投产运营。益能
环保、珠华制造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搞活商贸。 第三产业总产值由 1949 年
的 130 万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83.72 亿元，
年增长 14.9%。

传统商贸持续繁荣， 电子商务快速发
展，“京东帮” 等 15 家电商平台落户溆浦，

72 家本土电商企业成功上线运营。 溆浦被
列为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生态旅游蓬勃发展。 向警予纪念馆、山
背梯田、穿岩山景区、阳雀坡古村落成功创
建国家 3A 景区，“锦绣潇湘·神韵雪峰”成
为区域品牌， 雪峰山旅游纳入全省建设五
大板块之中。“水边听故事、屈原唱离骚”和
“乘着高铁看梯田”正逐步成为张吉怀精品
文化旅游经济带上的响亮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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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宏图起
———溆浦县经济社会发展巡礼

从小农经济到高质量发展———

“敢教日月换新天”

从破旧落后到美丽宜居———

“风景这边独好”

从温饱不足到幸福美好———

“天翻地覆慷而慨”

航拍溆浦县城全景。
张微渺 摄

美丽的圣达学校成为城区靓丽风景。 刘克宇 摄 生机勃发的红花园
工业园。 雷文录 摄

2014 年 12 月 14 日， 首趟
正式运营的高铁列车停靠溆浦
南站。 邓太平 摄

贫困群众受惠国家易地扶贫
搬迁政策，住上了新房。 周磊 摄

灵翠山公园成为市民休闲
散步好去处。 周晓鹏 摄

忆往昔峥嵘岁月，看今朝大展宏图。
新中国成立前，全县境内仅有“山烟”

（安化烟溪经溆浦至辰溪山塘驿）、“哑桥”
（哑塘至桥江）和“桥黄”（桥江至黄潭）3 条
公路，共长 97 公里。

1971 年，湘黔铁路铺轨通车，打开了
溆浦对外交流的大通道。

2013 年， 溆怀高速公路建成竣工，结
束了溆浦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

2014 年 12 月 14 日， 沪昆高铁开始
营运，2014 年 12 月 31 日，新溆高速全线
贯通，“千里江陵一日还” 变为现实。“两
高”时代到来，让溆浦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为让老百姓早日走上一条好路，县
委、县政府积极推进通畅工程，大力打通
“断头路”，着力完善县内路网结构。 2013
年以来， 全县增加公路里程数 1287.9 公
里。 到 2018 年底， 全县公路总里程达到
3317.1 公里。 其中，国道 3 条 216.5 公里、
省道 7 条 285.1 公里、县道 32 条 339.1 公
里、 乡道 58 条 583.1 公里、 村道 575 条
1825.4 公里、专用公路 15 条 67.9 公里。

从交通闭塞到四通八达———

“天堑变通途”

县城警予路旧貌换新颜。 雷文录 摄

辞海广场成为溆浦文化新地标。 雷文录 摄
云蒸霞蔚的娄怀高速三江特大桥。

雷文录 摄

“溆浦鹅 ”获评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 邓太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