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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小平 周 俊 欧阳海希 熊仲华 谢展南

双峰，地处湖南省的几何中心。 1951 年从湘乡
析出建县，因境内双峰山而得名。

这是一片深具文化底蕴的沃土。 白玉堂、富厚
堂、光甲堂等建筑群，将“富厚日新”的诗篇连成了
璀璨的珍珠链；曾国藩、蔡和森、王憨山等杰出人
物，将“耕读天下”的文化精神汇聚成滔滔长河。

这是一片充满无限生机的热土。 在娄底率先实
现整县脱贫摘帽，农机产业闯进国际市场，电子商
务进农村跻身国家队，海螺水泥、杭萧钢构等全国
500 强企业在这里设立产业基地……

伴随着新中国成长的步伐，双峰不断完成自我
超越。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92 万淳朴智慧的双
峰人，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富厚双峰
的美好愿景，持续做好“壮大产业实力、激发人的活
力、提升文化魅力、增进环境美丽”四篇文章，辛勤
耕耘、敢闯敢试、攻坚克难，奋力奔向幸福生活。

奔向幸福生活
———开放崛起·精彩双峰之一

70年来，经济实力持续增强

1951 年双峰建县时， 财政收入只有 335 万元。 到
2018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233.57 亿元，人均 GDP
为 28265 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21206 元、
12073 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7.75 亿元，是建县时的
885倍；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17 亿元， 是建县时的 360
倍。

新中国成立时,全县只有种粮、养猪等传统农业,几乎
没有什么工商业。

上世纪，双峰人发扬勤耕善读传统，在全省率先实现
“吨粮田县”、 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生猪基地,获
得了“湘中粮仓”的称号。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双峰积极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现
代农业，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三次产业竞相
发展。

现代农业———引入龙头企业,发展家庭农场,建成了一
批粮油、有机蔬菜、名优水果、油茶、中药材种植等特色产
业基地,永丰辣酱评为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新型工业———建立双峰经济开发区,引导产业集聚发
展。以 2002年海螺水泥落户为标志,开启了双峰工业发展
新纪元,逐步形成了农机、农产品加工、不锈钢、制鞋、新材
料新能源等支柱产业。农机产业入选湖南制造未来十大重
点产业,相继获授“湖南省农机产业基地”中国碾米机械之
乡”“中国农机制造之乡”。 双峰经开区在全省 142 个省级
以上园区中综合排名跃升至第 25位。

服务业———商贸、物流、金融等新兴产业
蓬勃发展,古色、红色、绿色文化休闲旅游
风生水起。 2018 年,全县三次产业结构
调整为 19.6:41.3:39.1,一产业占比首
次降至 20%以下。

前不久， 在第十届“湘博会”
上，“湖南‘一带一路’农机产销对
接会”专题推介双峰农机。活动签
约农机产品贸易合同 25 个，合
同金额 5.23 亿元。 2018 年全县
实现农机产值 160多亿元， 占湖
南农机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 双
峰农机积极对接“一带一路”走出
国门，远销东南亚、非洲、拉美等 20
多个国家，2018 年出口额达 1 亿美
元。

曾经的穷乡僻壤之地，如今已走在改
革前沿，与世界级“大咖”比肩。

70年来，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1952年,全县公路通车里程仅 51公里。
如今， 双峰不仅有了铁路,� 建成了高铁双峰北

站,拥有沪昆、娄衡两条高速,以及 G320、S334、S336
等国省干道，而且实现了村村通水泥(油)路。 交通条
件实现历史性跨越,“外联网,内循环”的大交通格局基
本成型。

曾经制约双峰发展的交通瓶颈逐渐打通， 现代
化大交通格局全面构建，大大缩短了双峰到娄底、长

沙的时空距离，真正融入全省 1 小时经济圈、融入全
国发展，原本的区位劣势正逐步转为区位优势。

城市建设———县城建成区面积由上世纪 80 年
代的“一纵三横”2.2 平方公里扩大到 14.4 平方公里,
成功创建了“省级卫生县城”“省级文明县城”“省级园
林县城”。 二自来水厂竣工运营,艺芳广场、蔡和森广
场、曾国藩广场等城市广场投入使用,极大地改善了
县城居民的居住环境。

乡村发展———双峰加大小城镇建设和生态环境
保护。荷叶镇、三塘铺镇、青树坪镇入选新一轮全国重
点镇,全县城镇化率达到 36.6%。 开展绿化双峰行动,
森林覆盖率达 47.62%,天蓝地绿、山清水秀的美丽生
态进一步巩固。

全域旅游———曾国藩故居国家 AAAAA 级旅游
景区创建有序推进，富厚堂入选新潇湘八景，九峰山
建成省级森林公园、 水府庙湿地晋升国家级湿地公
园。 形成了以曾国藩故里为龙头的“古色”旅游，以蔡
和森、蔡畅纪念馆为代表的红色旅游，以“花之缘”为
依托的乡村观光休闲旅游。 梅仑山文化旅游、香山山
水旅游、归古田园旅游风生水起，双峰县成功获得“湖
南省旅游强县”称号。

70年来，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双峰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对外贸易水平不断
提高,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对外开放格局。

总投资 10 亿元的东华杭萧钢构装配式钢结构
产业基地项目，2018 年 3 月份开始接触，6 月份签
约，9月份完成征地拆迁及场地平整。今年，又启动二
期厂房、 即将竣工投产， 刷新了项目建设“双峰速
度”。

引进双峰海螺, 该项目 2018 年实现上交税收
2.6亿元。 目前，正在推进骨料生产线项目,即将再造
一个“双峰海螺”。 通过引进宏辉商贸,引进了制鞋和

生物制药,双峰正以更加开明开放的姿态融入产业发
展浪潮。

翻开近年来双峰县招商引资成绩单， 项目的数
量与质量齐头并进。 依托“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双
峰突出招大引强，紧盯全国 500 强企业、行业领军企
业和央企、知名民企；突出产业招商，依托该县文化
旅游和其他特色产业，做好强链、延链、补链文章；突
出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用好双峰无与伦比的人
脉资源。 出台招商引资激励机制，形成全民招商引资
的浓烈氛围。

一手抓对外开放，一手抓全面改革。 双峰的涉农
资金整合“双峰模式”被央视推介获评湖南省首届管
理创新奖，“放管服” 改革受到省政府办公厅通报表
彰,改革创新已成为双峰一张崭新的靓丽名片。

70年来，社会事业蓬勃发展

历届县委、县政府始终把增进人民福祉
作为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持续加大民生
投入,倾力加强和保障民生。

脱贫攻坚整县摘帽———双峰把脱贫攻
坚作为头等大事，举全县之力，集全县之智，
尽锐出战。 全县派出 143 支帮扶工作队驻
村帮扶、1万余名帮扶干部结对帮扶。 2018
年， 双峰在全娄底市率先实现整县脱贫摘
帽 ，106 个 贫 困 村 全 部 出 列 ，26741 户
79281人实现脱贫， 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
的 14.28%下降到 1.10%。

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共创省级合格
学校 188 所,合格公办幼儿园 17 所、标准化
教学点 61 所。 高考成绩连续 13 年名列娄
底第一， 中考成绩自全市统考以来连续领
跑。 双峰一中成为全市高中的标杆，被清华
大学等 22所知名高校确定为“优质生源基
地”。

公共文化蒸蒸日上———电视综合覆盖

率达 99.59%,广播综合覆盖率达 99.4%。 建
成县体育中心,完成 267 个村级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60 个农村体育健身工程项目建设,
让广大群众更好地享受到文化惠民成果。

医疗服务不断提高———全县共有医疗
卫生机构 28 个, 拥有医疗病床 3775 张,是
建县时的 145倍。

民生保障坚实有力———统筹推进社会
救助、医疗救助、救灾救济、五保供养、养老
助残、双拥优抚等民生社会事业发展,织牢
了民生保障网。

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尽心尽力解决
好群众的合法合理诉求,深入开展以“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为统领的三大歼灭战,严厉
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人民群众心齐气顺,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升。

基层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坚持以改
革创新精神服务群众、破解难题、推动发展，
全面推行乡镇工作人员联村工作制度，落实
“有事请找我”责任担当机制，切实提高党员
干部的学习力、落实力、服务力、引导力和自
律力。在服务群众中引领群众，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村规民约、环境卫生、红白喜事……
基层党员干部和村民们共商共议， 出谋划
策，干群关系焕然一新。

70年的风雨历程,见证了双峰儿女的使
命与荣光；70年的沧桑巨变,诠释了“耕读天
下、富厚日新”的双峰精神；70 年的探索奋
进,双峰人民凝心聚力,创造了经得起历史检
验的灿烂辉煌。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勤劳奋进的双峰
人,正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
奋斗姿态,在富厚双峰的征程中阔步前进。

欣欣向荣———双峰在崛起。
谭顺胜 摄

资金整合催生
农村基础设施跨越
发展。 图为美丽的
田园风光。

双峰经
济开发区。

湖南 首个 钢结 构
“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
杭萧钢构落户双峰。

雾漫双峰。 谭顺胜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双峰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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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基地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