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6 日，全国油茶产业创新发
展大会在耒阳召开，东湖圩镇汤泉村的
油茶产业发展博得大家一致好评。 汤泉
村过去是煤炭主产区之一， 经过 10 年
转型发展，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油茶
村”，是乡村振兴的典范村庄之一。 仅靠
油茶产业这一项，就带动村民人均增收
近千元。

3 月 22 日，衡阳市珠晖区金甲梨园
第四届梨花节开幕， 吸引了大批游客前
来踏春游玩。 近年来，衡阳市以“一村一
品”工程作为乡村振兴、产业扶贫的重要
抓手，打造了一批特色村庄，美了乡村、
富了乡亲。

行走在“油茶小镇”常宁市西岭镇，
漫山油茶清香沁人心脾，这里有 6.1 万亩
油茶林，年产值达 6.17 亿元；祁东官家嘴
镇近四分之三的人口种植黄花菜， 总产
量约占全国 60%， 年产值过 20 亿元；衡
山县永和乡龙凤村沃柑基地， 年产值达
1800 万元，采用“公司 + 合作社 + 农民”
模式助力 100 余户贫困户走上脱贫致富
路……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带头人。 常宁

市塔山农贸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刘钢，
带领乡亲们打响“塔山山岚”茶品牌，带
动当地贫困户脱贫致富； 蒸湘区呆鹰岭
镇土桥村的贫困户刘占魁， 通过种植桑
葚、蘑菇一举脱贫，成为全村 52 户贫困
户的致富培训“导师”；鑫粤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负责人刘柞生，带领 1253 名贫困
户参与现代生态蔬菜产业， 帮助其人均
年增收 1600 元以上……

农村广袤天地， 吸引了大批有志青
年回乡创业。 祁东县“黄花王子”肖智雄
创建了全国第一家黄花菜博物馆， 成功
研制出国内第一套集黄花菜杀青、脱水、
烘烤、包装于一体的全自动化设备，获得
3 项发明专利，为黄花菜打入国际市场奠
定基础。 曾在深圳从事 IT 行业的单丹，
回到衡东县高湖镇新旺村， 承包荒地打
造万亩优质枇杷产业园， 同时设立了研
学实践基地、滑草场和千人生态餐厅，带
动贫困户就业增收。

截至 2018 年底， 衡阳共实现 7.92
万户 26.87 万名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发生
率由 2014 年的 7.1%降至 0.99%， 脱贫
攻坚工作跃至全省先进行列。

“国庆重新开放后，广场比以前更加美丽，
设置了慢行道，添加了休闲长椅，每天晚饭后都
会带孩子来走一走。 ”10月 19日，家住太阳广
场附近的朱林泉在广场散步，舒适惬意。

3 个月前，为提升城市品质，方便市民休
闲，衡阳市对标志性广场———太阳广场进行提
质改造，新增了绿化园林、文化长廊等景观。
还将“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深度融入其中，广场
上铺装了新型环保材料———聚氨酯碎石混合
料，透水性较好，路面不会积水。

近年来，衡阳市新建或改造了一批公园，
不断完善城区 10 分钟休闲健身圈。 有被市民
称作极具时尚气息的平湖公园、有高端大气的
南湖公园、有诗情画意的西湖公园、有绿色生
态的虎形山公园、有以网球运动为主题的博雅
公园、有以“都市生态长廊”为定位的酃湖公园
……

公园毗邻，绿廊环绕，使得“推窗见绿、出门
见景”成为衡阳市民生活常态。 衡阳处于蒸水、
耒水和湘江交汇处，三江六岸，绿草如茵，杨柳
依依。 约上三五好友，席地而坐，望滔滔江水北
去，谈人生理想，亦是一道靓丽风景线。

入夜，秋意渐浓。 江岸上灯光璀璨，一幅
锦绣江景图缓缓展开，诗意又美好。 而这些只
是美丽的“开端”，预计在 2025 年，衡阳三江
六岸绿化覆盖率将达 90%以上。

“早上嗦一碗鲜美的鱼粉，晚上去江边跑上
3公里，每天，都是活力满满。 ”市民杨峰之前在
广州从事物流行业， 他最爱吃家乡鱼粉， 这几
年，他越来越感受到家乡变化日新月异，慢慢有
了回老家发展的想法。去年，他下决心辞去广州
的工作，回到衡阳干起老本行。“一年来，我干得
不错，衡阳真是一个宜居宜业的好地方。 ”

机场就在家门口，高铁、火车、高速公路四
通八达，市内公交覆盖每一个角落；连卡福、万
达广场、崇盛晶珠等高档购物中心兴起；书城、
24 小时书屋为你在深夜留一盏灯； 衡阳杉杉
奥特莱斯正抓紧建设，预计明年 10 月正式开
业，将为市民打造全功能品质生活圈……相比
一线城市的便利与繁华，衡阳也有着自己的独
特魅力。

近年来，衡阳市按照“科学规划、精美建设、
精致管理”的原则，持续推进城区“三清三建”
（清违建、清垃圾、清管线，建路、建园、建绿）改
造，加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完善老旧小区园
林改造，增加绿化覆盖率，提升城市“颜值”。

在乡村，生活越来越美好。“旱厕改成水
冲厕所，不惹蚊蝇，干净卫生还美观。 ”衡阳县
西渡镇盘龙村村民邓盛桥说， 如今村里大变
样，垃圾集中收集，空心房变休闲广场，公路边
还种上好多树，“春看花开，夏听蝉鸣，秋来丰
收，冬可赏雪，一年四季美得很”。

金秋时节，珠晖区茶山坳镇堰头村游人如
织。 堰头村是全省第一批挂牌的省级同心美
丽乡村，曾经的荒山如今变成环境优美、配套
完善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成为全省同心美丽乡
村创建的样板。

山水柔情，一步一景，是雁城衡阳的独特
魅力。 大街小巷找小吃，去江边吹吹风，周末
登南岳衡山，生活好不惬意。

王 梅 聂 沛 李英姿

青春洋溢、 朝气蓬勃、活
力满满……这些词通常用来
描述年轻人，而成长中的雁城
衡阳也正是如此。

9月 4 日，“DT 财经”发布
《2019 中国青年理想城报告》，
衡阳荣登中国青年理想城百强
榜。

幸福花开节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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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6 日上午，衡阳县集兵镇中心卫
生院与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签约，双
方将建立精密协作型医联体， 为集兵镇
人民提供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近两年来， 衡阳市共有 7 家三级医
院参与了医联体建设，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与市二、 三级医院建立了技术帮扶和
分工协作的关系， 让更多人享受医联体
红利，实现“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

“新学校离家近，环境好，就算坐在
最后一排，也能看清黑板。 ”今秋开学，黎
香萍从耒阳市金南小学转至新建的若兰
小学读书。 为化解大班额，去年来，耒阳
市共筹资约 5.2 亿元，推动城区 17 所学
校新建与改扩建，新增学位 1.48 万个。

近年来，衡阳市通过新建、改扩建学
校， 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工作成效明显。
去年至今， 全市共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
3655个，并实现超大班额彻底“清零”的目
标。

衡阳市还对农村学校进行绿化、亮
化、净化建设，为学校配备多媒体教学设
备，不断缩小城乡办学差距，平衡教育资
源，实现家门口“有学上、上好学”。

“如今孩子上学就在家门口，家里老
人平时就在社区跳跳舞、下象棋，有时还

约几名老年大学的朋友一
同出门旅游。 ”家住蒸湘区
的韩女士说，学有所教、老
有所养的社会环境， 不仅
家人满意， 也能让自己安
心工作。

“太好了!我也有了自
己的‘家’!”1月 26 日上午，
雁峰区公租房分配摇号现
场，1320 套公租房分配到住房
困难家庭，摇到号的市民邓红艳欣喜
地说。

近年来，衡阳市全面建立以城乡低
保、特困供养为基础，以灾害、医疗、慈
善等专项救助和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
的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安全网”，确保幸
福生活一个都不掉队。

职工平均月工资由 1952 年的 52.39
元增长近百倍达到 2018 年的 5194 元；
2018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 1950 年
增长 1658 倍； 城区低保月人均提高至
368.8 元， 农村低保月人均提高到 195.3
元；对残疾人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对城市
棚户区、 农村危房进行改造……各项举
措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老百姓的归属感
与幸福感与日俱增。

常 宁 市 罗
桥镇下冲村，村
民张灯结彩，用丰
收的稻谷、 玉米、蔬
菜、瓜果摆放出“丰收中
国”等字样和图案，庆祝第
二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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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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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林深处体验绿色
骑行乐趣。 彭斌 摄

孩子们在操场上快乐嬉戏。 衡东县委宣传部供图

衡阳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成为青山绿水间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钟仲华 摄

全新改造后的衡阳
市太阳广场。 李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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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实事入心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