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三江六岸”珠晖段风景如画，成为
市民休闲好去处。 陈太仰 摄

� � � � 一年一度的梨花节，已成为珠晖一张
靓丽名片。 曹正平 摄

这是一方百姓安
居乐业、城市鸟语花香
的宜居宝地。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衡阳市珠晖区委宣传部提供)

衡阳眼镜小镇是该区正着力打造的千亿级产业园区。

“三区”齐驱 逐梦前行
———衡阳市珠晖区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 陈羽唯 唐兰荣 唐 曦

这里是生态福地———一江
抱半城 ，两江绕城过 ，有全国
美丽宜居特色小镇和省级新
农村建设示范村，是衡阳生态
保护最好的城区。

这里是文化圣地———公
元前 202 年，汉高祖置酃县于
酃湖 ， 标志着古雁城在此发
祥。 在这里，王船山著书立说，
曾国藩、彭玉麟操练水师。 有
酃县故城遗址、 衡州窑遗址、
珠晖塔 、退省庵 、湘南学联纪
念馆等重点文物 11 处。 有高
校云集的衡阳大学城，有衡阳
重大活动的首选地体育中心、
体育馆、游泳馆。

这里是交通要地———是
全国 45 个重点交通枢纽之
一 ，湘江 、耒水两条黄金水道
四季通航 ；京广 、湘桂 、衡茶
吉 、 怀邵衡四条铁路纵横交
错；京珠、衡昆、衡大高速，107
国道 、衡州大道 、船山东路贯
穿全境，蒸湘南路延伸线直通
南岳机场 ，形成水陆空 “三位
一体”交通网络。

这里是发展旺地———有
储量达 140 亿吨、富甲华南的
盐卤资源，有驰名中外的小苏
打 、皮带运输机 ，有亚洲最大
的井盐生产基地湘衡盐化，有
全国唯一的核金属去污循环
再利用企业中核宏华机械。

潮涌湘江， 奔腾数千里；
载梦前行，于今七十年。 从雁
城之源到湘南明珠，从江东区
到珠晖区，从全国美丽宜居小
镇到全国特色小镇，从汽车智
慧小镇到衡阳眼镜小镇，珠晖
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
入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和打造 “一体两翼 ”、建设 “五
个珠晖 ”战略 ，全区经济社会
发展行稳致远，抒写了一篇汗
水和智慧的创业史诗，演绎了
一曲豪情和精彩的动人乐章！

� � � �道路绿树环绕，厂房错落有致。青石红砖搭
配现代化钢结构屋顶，古朴又不缺时尚元素。走
在新油化的园区道路上感到别有一番风情。 这
不是别处，正是位于衡阳市珠晖区东阳渡街道，
一座占地 6000 余亩的衡阳眼镜小镇。 很难想
象，早在一年前，这里还是一家破产企业的生产
区。正是借着打造产业园区的妙手回春，眼镜小
镇如今成了朋友圈中的“网红”。

“第一批入驻 7 家制造型企业、3 家销售型
企业，预计年产值 5 亿元。 到 2021 年，将引进
200 家眼镜产业链企业， 吸纳劳动就业力达 6
至 9 万人，形成一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衡阳眼
镜小镇会长成什么样？ 珠晖区委书记陈礼洋这
样描绘，“一点一带一片”，即打造好一个高端眼
镜产业双创示范点， 培育东阳渡高端眼镜商贸
生活带，最终带动周边形成一个集总部基地、研
发生产、展览销售、体验消费、工业旅游等于一
体的高端眼镜产业片，建成一个生活宜居、生态
优美、生产高效的“三生融合”的特色小镇。

“眼观天下，‘镜’在衡阳。 ”在华胜眼镜公司
车间里此刻虽还是显得有点“静悄悄”，但我们

仍感受到一种蓄势待发的氛围。“我们年计划生
产 90 万副，5 年后年产量达到 300 万副。 ”该公
司负责人吴明辉满怀豪情地对我们说。 虽然目
前还是试生产，但吴明辉的一番话，给我们展现
了一幅如火如荼的生产场景。

从峥嵘岁月走来， 向幸福未来迈进。 近年
来， 珠晖区积极争当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领头
雁”，积极融入招商引资“500 万工程”，认真落
实振兴实体经济“3311”计划，实行“一个企业、
一名县级领导联系、一个部门牵头、一套方案推
进、一抓到底”的“五个一”帮扶企业工作机制，
用“工匠精神”打开了新局面，产业
园区发展呈现蓬勃生机：

———新能源汽车产业
园。 加快推进华泰汽车
南方总部基地建设，大

力发展恒天新能源汽车。 尽快启动土建工程及
车间厂房建设， 着力打造产城高度融合的汽车
智慧小镇。

———高端眼镜产业园。 积极承接深圳眼镜
产业，充分盘活鸿虎仪器、四方粮库、长丰集团
等企业闲置土地，着力打造集研发、制造、展示、
销售于一体的高端眼镜产业新城。

———盐卤化工产业园。 全力支持湘衡盐化、
裕华集团、创大玉兔等技改扩能项目建设，促进
盐卤产品提质升级，延伸产业链，不断壮大金甲
盐卤化工产业园。

———服务军民融合产业园。 全力支持中核
二七二铀核生产及深加工， 配合抓好白沙绿岛
军民融合产业园建设， 争创国家级军民融合产

业示范区。
———现代物流产业园。 加快推动
大湘南铁路口岸综合物流园、衡阳

物流总部经济综合体项目落地
建设，做强红光物流、力丰物
流等企业。实施工业“原地倍
增”计划，重点推动湘衡盐
化、裕华集团、雁峰酒业等
规模企业实现产值、 税收
原地倍增。 培育衡阳运机、
华意机械、创大玉兔 3 家种
子企业， 力争年内新增规模
工业企业 3家以上、高新技术

企业 5家以上。
从蓝图初绘到全面建设，从

风生水起到千帆竞发，珠晖区去年完
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 36.2 亿元，同

比增长 23.3%；今年上半年，引资总额达 41 亿
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8%，位列城区第
一。 近年来，珠晖区累计新增创业主体 8000 余
个，新增注册商标 500 件以上，每万人有效发明
专利拥有量达 5 件。 荣获“全国科技进步达标
区”“全国法治先进区”“全国学校体育联盟足球
项目创新改革试验区”等荣誉称号。

产业园区�万紫千红总是春

� � � �秋日的珠晖，天高气爽，一眼望去，平整宽
阔的条条道路， 承载着无限希望伸向远方；移
步换景， 靓丽多姿的城市街道让人们醉游其
中；湘江河畔，舞姿翩翩，百姓乐享健身休闲
……珠晖正在舒展新姿，尽显活力。

珠晖依托千年底蕴，加快酃县故城遗址及
周边文旅产业综合开发，守护雁城根脉，重现
酃县八景，再现大汉雄风。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开展增量提质绿化行动，坚持“一河一策”，特
别是在全市首推城市管理“三清三建”， 实现
36 个社区全面提质，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42.58%。

全力打造“一乡一景”“一村一品”“一家
一特”等乡村旅游特色品牌，茶山坳、双水湾风
景区双双获评全国 AAA级景区。目前，千亩梨
园、茶山花海、植物乐园已成为市民赏花采果
必选地；吉萝卜、早熟梨、秀珍菇成为市民必带
土特产；双水湾、水师山庄、海棠山庄，成为市
民休闲必驻“后花园”，真正做到了“乡村让城
市更向往”。

深入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茶山坳镇建
成 2个省级现代农业特色示范园，1个省级优质
农副产品（萝卜）供应基地，堰头村获评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和省休闲农业集聚发展示范村，金
甲梨园入选全国百个乡村旅游精品景点。 一年
一度的梨花节，已成为展示珠晖元素、讲述珠晖
故事、传播珠晖声音的一张靓丽名片。

巍峨的珠晖塔、烂漫的花海、悠远的古镇、
翠绿的果园、唯美的歌舞、丰富的美食，再加上
浪漫的东洲岛、娴静的双水湾、缥缈的云鹫峰、
秀美的金龙湖、碧波荡漾的酃湖公园，随处可
见的古建筑静静诉说着珠晖久远的历史。

漫步金甲古镇，点一碗嗦螺，还有吉萝卜、
秀珍菇等特产，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里停下脚
步。 一名外地游客动情地说：“我每年都来看梨
花、 采早熟梨， 有种心情舒畅无比轻松的感
觉。 ”

与此同时，乡村游给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实惠，堰头村的刘明山做梦都没想到，村里
能有今天的变化。 如今他经营着一家“明山饭
店”，不仅让游客们吃上了美味，也为自己创造
了不小的收益。 他说，若不是因为金甲梨园的
建成，他的生活仍旧是种地、打零工。 据悉，去
年，珠晖区获评“湖南省第三批精品旅游线路
重点县（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5221
元，增长 7.8%。 今年上半年，全区旅游业总收
入同比增长 13.5%。

该区还成功承办了湖南省第十三届运动
会、省第十届残运会、衡阳首届国际马拉松赛、
首届国际网球公开赛等一系列影响力强、效果
口碑好的品牌活动，充分展示出大美珠晖的颜
值、气质和内涵。也带火了沿线旅游资源，推动
全民健身热潮。

初心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 站在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这一伟大历史节点， 珠晖区将
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服务建设名副其实的
省域副中心城市和最美地级市，以最强执行力
争当大城衡阳建设排头兵的征程上加速前行。

最美景区 最是橙黄橘绿时

宜居城区 天蓝水碧诗意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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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衡阳首届国际马拉松在珠晖区开跑。 成俊峰 摄

� � � �有一种蓝叫“珠晖蓝”，那是身在家乡抬头
可见、 出门在外备感想念的没有雾霾的湛蓝天
空；有一种绿叫“珠晖绿”，那是青山绿水环抱、
让人呼吸上瘾的绿色氧吧；有一个地方叫“盛世
乡愁地”，那是百姓安居乐业、城市鸟语花香的
宜居宝地———珠晖区。

“民生”谋篇，“城建”布局。 在笔者和其他游
客的眼中，看到的是珠晖之美。 而在当地居民眼

里，感触最深的是珠晖之变。 珠晖区委副书记、区
长刘桢干告诉笔者，当前，珠晖正以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为载体，推进城区提质改
造、做优城区环境。今天，让我们透过一组镜头，感
受珠晖城市建设的厚度和力度。

实施提质改造工程。 从 2015 年开始，该区
实施社区“三清三建”改造，以“一拆二改三清四
化”为抓手，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动计划”，努力打造生态宜居宝地，建设美丽
幸福珠晖。 在老城区，首推全面棚改，今年先行
对荷花坪、苗圃、玉麟路片区进行全面棚改，摸
底、清查、征询、规划等工作有序实施。 在新城
区，加快建设衡阳国际商贸中心城、绿地衡阳城
际空间站、吾悦商业广场等高端商贸和“双创”
项目，做活做旺酃湖新城。

实施环境治理工程。 全面清除城区主次干
道、城中村、城乡结合部、背街小巷积存垃圾和
卫生死角；对社区、机关单位、居民楼院进行全
方位整治、精细化提升、规范化管理，硬化、绿
化、亮化、美化社区环境。 该区先后实施了背街
小巷改造、农贸市场提质、“厕所革命”等工程，
湘江东路等 10 余条主次干道完成两厢提质，33
条主次干道全面修复。 曾经“梗”在群众心头的
“堵路”，正逐步变成坦途。

实施创文创卫工程。 一方面抓治理和规
范，在辖区开展文明劝导等行动；另一方面，
通过形式多样的“我们的节日”“道德讲堂”等

活动，“润物细无声”地推动“创文创卫”各项
工作开展，从思想上树文明新风，传播文明理
念。 打造“健康主题公园”和“健康步道”，定期
开展灭鼠、灭蚊蝇和“四害”滋生地整治行动。
以往建筑工地脏乱无序的状况不复存在，取
而代之的是规范统一的围挡、 井然有序的施
工现场，进出工地必须洁尘的渣车……“现在
已经看不到尘土飞扬的场景了， 这都是创文
创卫给我们带来的福祉！ ” 一位居民高兴地
说，创文创卫带来的变化，他们看在眼里乐在
心里。 目前，该区 3000 名党员干部、8000 名
衡阳群众走街串巷、志愿服务，“衡阳群众”品
牌全面打响。

如今，这里不但有“菜篮子、果盘子”的富
饶，更有生态绿色带来的“诗和远方”。

� � � �

▲

眼镜小镇首
家入驻企业———华
胜眼镜公司车间工
人在试生产。 唐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