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到应助尽助，绝不让一个学子因为家
庭贫困而失学”。 今年，株洲市的金秋助学活动
收到爱心捐款 400多万元，资助近 900 人。 截
至今年， 株洲市已经连续 16 年开展金秋助学
活动，向广大贫困生发放资助款近 8000 万元，
资助家庭困难大学生超 2万人。

一个活动坚持了 16 年， 人们从中感受的
是一座城市的温度，一座城市的文明，一座城
市的幸福。

以人民的幸福为奋斗目标，一直是株洲市
委、 市政府不变的工作主题和工作动力所在。
在这一目标的驱动下，经过 70 年的努力，株洲
市厚积薄发，使民生利好在这几年呈现出令人
喜悦的集中释放之势。

2017年，株洲市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决定性
的胜利，炎陵县和茶陵县实现脱贫摘帽，166 个
贫困村退出、15.5 万贫困人口脱贫， 贫困发生
率降至 0.43%，全市实现整体脱贫。 这一年，全
市全面小康社会总实现程度达到 98%，全省 14
个市州中，仅次于长沙市。 在《中国城市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监测报告 2018》发布的全国小康城
市百强榜上，株洲跻身第 48位。

教育医疗是民生之基。 近年来，株洲市已
经在全省率先全域通过教育强县（市区）评估
验收，义务教育学校全部建成合格学校，超大班额全部“清
零”，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8.7%， 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由
1983 年的 2762.4 万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60.1 亿元； 全市
卫生机构由 1949年的 45 个增加至 2018 年的 2842 个，医
院和卫生院拥有床位总数由 40 张增加到的 2.5 万张，卫生
技术人员由 174人增加到 2.7万人。

就业是民生之本。 近 40 年间，全市就业人数从 131.9
万人增加到 245.6万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城镇登记失
业率始终保持在 3%左右的较低水平。 高比例的就业，成为
群众增收的保障。 2018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2867元，较 1949年的 94元增长 455倍。

走向富裕的株洲人民，享受着宝贵的和谐安宁。 目前，
株洲市是全省唯一一个全国综治工作优秀地市“6 连冠”、4
次捧得“长安杯”的市州。

70 年奋进，70 年巨变。 走在今天的株洲大地上，映入
眼帘的是一派祥和繁荣的景象。

在这里，拥有“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中国最美休闲
乡村”；在这里，通等级公路率达 98.4%，行政村通水泥（沥
青）路率达 100%；在这里，100 座“24 小时不打烊”的建宁
驿站，引领着中部地区的厕所革命；在这里，歌剧之城名不
虚传，大型民族歌剧《英·雄》，成为“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
工程”重点扶持的 9部民族歌剧之一……

在这里，国家交通管理模范城市、国家双拥模范城市、
国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城市、 国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先进城市、全国创业先进城市、全国科教兴市先进城市、全
国公立医院改革示范城市成为醒目的城市标签。

加快建设株洲中国动力谷，加快建设“一带一部”开放
发展先行区、老工业城市转型发展示范区、城乡统筹发展幸
福区。 今天的株洲，正朝着加快建成“一谷三区”，加快实现
基本现代化的新目标大步迈进。

前景可待，明日可期。 我们相信，凭借五千年炎帝文化
的绵绵熏陶，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发展经验，依靠 400 万
勤劳的株洲人民，株洲一定会飞得更高，走得更远，变得更
强！ （周怀立）

8月 22日，一个晴朗炎热的日子。
株洲芦淞机场， 一场轻型飞机飞行表演正在进

行。 观看者是参加“壮丽 70 年·澎湃动力谷”第三届
全国网络媒体看株洲大型采访活动的记者， 表演者
是来自湖南山河通航有限公司的国内首支运动飞机
表演队。 这也是国内首支纯民间飞行表演队。

滑行、加速、起飞、降落，再起飞……表演飞机一
次次腾空而起，现场掌声不断。

“表演队所采用的飞机是山河自主研发的阿若
拉 SA60L飞机，这也是国内首款通过中国民航适航
认证的民族品牌轻型运动飞机， 飞行性能和安全性
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就在上个月，这款飞机刚刚获
得美国适航认证。 ”飞机驾驶员、湖南山河通航有限
公司飞行副总李维玉在现场介绍说。

飞机载着记者再次起飞。转眼之间，美丽的株洲
城已在机翼下豁然展开：湘江两岸高楼林立，六座跨
江大桥之上车水马龙， 城市大街小巷犹如撒开的大
网，街上行人熙熙攘攘，高大的楼群向远方延伸，大
城气象万千……

对一个人而言， 人生七十古来稀。 对一座城而
言，年届七十正“芳龄”。 70年间，昔日湘江之滨的株
洲小镇，已经化作一个历史的符号，留在历史的记忆
中。 70 年后，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座充满时代气
息、充满无限活力的现代城市。

滔滔江水，浩浩北去。
大江两岸，大城崛起。
株洲，在共和国的光芒中走来。
株洲，在奋斗者的汗水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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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8月 3日， 在追歼国民党败军途中，
人民解放军第 46军 136师进驻株洲。 这一天，也
成为株洲的解放纪念日。 当年， 走在株洲镇陈旧
破败的小街上，这些带着胜利喜悦的年轻战士不
会想到，眼前这个无比普通的江边小镇，最终会
演变成一座人口超过百万的现代化大城。

但确乎从这一天开始，株洲开始经历一直延
续至今的巨变。

1949年 8月 12日， 成立湘潭县株洲区人民
政府， 所辖集镇面积约 0.5平方公里。 1951 年 5
月， 株洲从湘潭县划出成立专辖市，1956 年 3 月
升格为地级市，成为当时湖南省除省会长沙外第
一个地级市。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株洲市辖区
扩大为 4区 5县（市）。 2018 年，国务院正式批复
同意，撤销株洲县，设立渌口区。 自此，全市正式
形成 5区 4县（市）的格局。

株洲城市的巨变，不只是单纯的城市面积和
人口的激剧扩张，更是城市发展活力的不断聚集
和释放。

城市发展，株洲市何其有幸。 新中国成立初
期，株洲被确定国家首批重点建设的 8 个工业基
地之一。“一五”“二五”计划时期，国家相继安排
南方动力公司（331 厂）、株洲电力机车厂等 13 个

重点项目在此兴建。13个项目，犹如 13颗优质的种子，在株
洲迅速生根发芽，并壮大为一大片果林，结出金灿灿沉甸甸
的果实。

1954 年 8 月，国营 331 厂成功试制出我国第一台航空
发动机，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笔签名嘉勉。 由此发轫，在
近 70年的时间里，株洲这块热土上共诞生了 293 项新中国
工业史上的“全国第一”：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第一枚空空导
弹、第一块硬质合金、全球首列虚拟轨道列车、首列中低速
磁悬浮列车……

时至今日，株洲已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在全部
41个工业行业大类中，株洲拥有 37个。 其中，由轨道交通、
汽车、航空三大优势产业聚合而成的“株洲·中国动力谷”已
经成为株洲一张闪亮的城市名片。 而新能源、新材料、电子
信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五大新兴产业的异军突起，陶瓷、
服饰两大传统产业的日趋壮大更为株洲新一轮的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

作为“中国制造”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株洲制造”一
直持续不断的地为世人制造着惊喜： 株洲产电力机车产品
出口市场份额全球第一， 国内中小航空发动机市场占有率
达 90%以上， 自主品牌混合动力公交车市场占有率全国领
先，硬质合金产品享誉世界……2015 年，株洲市轨道交通
产业产值首次突破千亿大关。

作为一座年轻城市， 一座为共和国工业立下汗马功劳
的城市，就这样以一种别样的英姿傲立于湘江之滨。

70年来，株洲地区生产总值从 1952 年的 1.33 亿元，增
加到 2018年的 2631.54亿元。 按不变价计算，2018年经济
总量是 1952年的 365.4倍，年均增长 9.4%。 尤其是改革开
放以来， 全市经济高速发展连连突破重要关口：1994 年
GDP 突破 100 亿元，2009 年突破 1000 亿，2014 年首破
2000亿元大关。 2017年，全市实现整体脱贫并同步实现全
面小康，人均 GDP跨越 1万美元大关。

70年来，株洲主城区人口从 7000 人到 120 万人，全市
人口达到 402万；主城区面积从 0.5 平方公里到近 2000 平
方公里，市区面积达到 1.12万平方公里。 今天的株洲，已经
成功获评全国文明城市，入选改革开放 40 周年经济发展最
成功的 40 个城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新型城镇化
综合试点城市、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等。

这是一座华丽转身的绿 色 之 城

2018年 12月 30日，株洲冶炼集团最后一座冶
炼炉熄火关闭。至此，株洲市清水塘老工业区 261家
企业全部关停退出。

这似乎是一个轮回。曾经，一个热气腾腾的工业
区崛起于清水塘。 如今，曾经林立的烟囱轰然倒下，
眼前的清水塘已然脱掉沾满烟尘的外套， 远离工厂
的喧嚣而归于平静。

从轰轰烈烈崛起，到平平静静退出。 70年间，株
洲市实际上经历了两次华丽转身。 第一次是上世纪
50 年代，从一个被田野包围的小镇一跃而为驰名全
国的工业重镇。而从新的世纪开始，株洲又开始第二
次转身，这一次是为了摆脱对重化工的依赖，走一条
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之路。

两次转身的分界线，是 2002年、2003年株洲市
连续被列为“全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

一顶“黑帽子” 成为株洲市刻骨铭心的城市之
痛。 痛定思痛之后，株洲市义无反顾，走上了一条艰
难而又决绝的转型之路。仅在近五年，全市就以减少
500 多亿元 GDP 的沉重代价， 累计关停污染企业
1510家。

5年过去，全市工业企业废水实现 100%达标排
放，湘江株洲段水质由Ⅲ类提升到Ⅱ类，市区空气优
良天数增加两个半月，全市单位 GDP 能耗累计下降
27.1%。

抖落历史的尘埃，走出灰蒙的天空，一个绿色的

株洲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转型升级，使株洲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

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2018 年全市，一、二、三产业
比重分别为 7.1%、43.7%、49.2%。第二产业“欣然”让
出 GDP“老大”的宝座。

追求绿色崛起，激发出创新活力。 目前，株洲城
市创新竞争力已跻身全国百强，位居全省第二。全市
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由 1998 年的 38 件、28 件
增加至 2018年的 8675 件、4983 件。 全市高新技术
产业企业 735 家， 高新技术产业实现总产值
2160.18亿元，分别是 2012的 3.2倍、1.9 倍，规模工
业中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工业增加值比
重达到 60.3%。

在实现绿色发展的道路上， 株洲充满着行动自
觉。 2011 年，该市率先在省内建立公共自行车租赁
系统， 把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纳入城市公共交通体
系。目前，全市中心城区 629台公交车已全部实现公
交电动化， 市区新能源、 清洁能源公交车占比达到
100%，成为全国首个“电动公交城”。

时光荏苒，城市巨变。
短短时间里，株洲已经集全国文明城市、全国优

秀旅游城市、园林绿化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
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荣誉于一身，并荣获“中国
人居环境范例奖”，获批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这是一座胸襟开阔的开 放 之 城
从一座火车拉来的枢纽城市， 到一座以生产火

车头闻名的工业城市，株洲与铁路有着不解之缘。铁
路之兴，带来株洲工业之兴，也带来株洲商业之兴。
这其中，株洲市芦淞服饰市场的兴起最具代表性。

作为南方重要的枢纽城市，改革开放之初，嗅觉
灵敏的个体商人就看准了这里的交通之便。 他们从
摆路边摊开始，到设置固定摊位，到在政府支持的市
场群“长袖善舞”，谱写了一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激越乐章。 改革开放之后仅仅 20 余年时间，芦淞市
场就发展成为中南地区最大的服装市场群和区域
性、国家级、现代化的物流中心。

在这里， 昔日的泥泞摊点早已被现代化的商场
所取代，昔日陈旧不堪的城市老区，早已成为流金淌
银的掘金宝地。当初的小商贩聚沙成塔，不少成为亿
万富翁、千万富翁。 如今，在这块商业因子无比活跃
的宝地上， 阿里巴巴株洲产业带于 2013 年在此上
线，成为省内首家专属产业集群平台。这个株洲自有
的“互联网 +”平台，不仅为芦淞服饰，也为株洲生产
的陶瓷、硬质合金、特色农产品等打通了一条走向世
界的通道。

芦淞市场， 是株洲市开放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
2018 年福布斯中国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中，株洲市
列第 63位，居中部六省非省会城市第二位。

包容并蓄，五湖四海，成就了一个持续开放、格
局宏大的株洲，一个万商云集、日趋繁荣的株洲。

自 1984年设立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其对外开

放的脚步就一直呈加速状态。 2018 年，全市实际利
用外资达到 13.54 亿美元， 投资来源遍及美国、香
港、日本、台湾等 20余个国家和地区。 从 2014 年开
始，连续 5年入选“中国外贸百强城市”。

目前， 株洲已经累计与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开
展了经贸往来，主要进出口市场遍布亚洲、北美洲、
欧洲、大洋洲，美国、德国、马来西亚、日本、澳大利
亚、土尔其、加拿大、韩国等成为株洲最重要的贸易
伙伴。 截至 2018 年， 株洲市对外投资项目已达 60
个，累计对外投资额超过 10亿美元。

“内外资并重，两条腿走路”。 在充分利用境外资
金、引进境外项目的同时，该市同样注重积极引进省
外境内资金和项目，助力全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近年来，该市积极参与“湖南（香港）投资贸易洽
谈周”“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湖南（上海）投资贸易
洽谈周”“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洽谈周” 等国家和省级
层面组织的招商引资活动，并成功举办承办“轨道交
通国际高峰论坛”“中国（醴陵） 国际陶瓷产业博览
会”“湖南服饰博览会”等重大活动。

今天的株洲，已经吸引西门子、惠普、微软、三
菱、北汽等 30多家世界 500强企业的项目入驻。 通
过内引外联，该市轨道交通城、汽车博览园、湖南移
动大数据中心、中国陶瓷谷、通用机场、华锐硬质合
金、南方宇航高精传动、北汽二工厂、长城电脑、两机
重大专项等一批极具影响力的重点项目已经竣工或
者正在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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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湖美景。 李 健 摄

万丰湖全貌。
李 健 摄

醴陵陶瓷博览园。 李 健 摄

株洲汽车博览园。 李 健 摄

铜塘湾保税物流园。 （石峰区委宣传部供图）

湘江之滨 大城崛起
———来自株洲·中国动力谷的系列报道之一 株洲城市新貌。

（株洲市委宣传部供图）

2019年10月17日 星期四
版式编辑 粟丽华 05
【综合发展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