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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蝶变 匠心共造“毛细血管”
11 月 21 日，娄星区双江乡洪家山森林公

园。一辆旅游大巴驶进山脚的停车场，下车的
游客径直走向附近的农产品销售点，不到半小
时，万家村村民肖宜辉加工的红薯片就被抢光
了，杂粮粉丝、薄片等农特产品也卖出大半。

大巴车歇脚的地方位于洪家山景区的一段
环山公路中间地段，这条路长8.7公里，蜿蜒穿
梭于平均海拔700米左右的山林间，连接着新
庄、洪山、万家3个村庄，既是防火带又是旅游
线。山脚下建成的一期早已成为村民众口相传
的致富路，上山顶的公路也在紧锣密鼓修建。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农
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随着娄底交
通建设的稳步推进，‘四好农村路’贯穿城乡、
直抵田间，成为村民的脱贫路、乡村振兴的阳
光路。”娄底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李铁
雄说。

抚今追昔，方觉来路之多艰。
改革开放初期，娄底的农村公路大多为毛

马路，部分线路铺装砂石路面，晴天尘土飞扬，
雨天泥湿路滑。面对严峻现实，娄底市委、市
政府把打破交通瓶颈作为发展的第一要务，把
农村公路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实事来抓，
不断加快农村公路建设步伐。

每个5年规划中，道路交通总是占据举足
轻重位置，如今，娄底农村的交通条件发生了
翻天巨变，农村公路建设成为惠及群众最多、
惠及效果最为直接的重大民生工程。

一条条攀升的曲线见证成长的轨迹：“十

一五”以来，娄底大
力实施农村公路通达、
通畅工程，完成通达和通
畅工程（水泥路）近 1 万公里，
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 1.3 万余公里，比
1978年增加1万多公里，其中水泥混凝土路面
达到1.2万公里。全市72个乡镇100%通水泥
路，1833个建制村全部通公路，通达率100%。

近3年来，娄底市农村公路建设完成投资
20.03 亿 元 ，共 完 成 农 村 公 路 窄 路 加 宽
1618.35 公里，自然村通水泥路建设完成1691
公里，生命安全防护工程完成2820公里，危桥
改造完工139座。

路打通了，车开进来了。一条条蜿蜒于群
山的玉带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随着季节更
迭不断变幻着风情，春夏秋冬，为美丽乡村输
送着希望和活力。

“十二五”以来，娄底累计开通农村客运班
线307条，新建农村客运站40个、农村客运招
呼站1911个，建制村通客车率达100%。农民
群众“内无好路，外无出路”的历史被改写，生
产生活成本极大降低，在家门口就能坐上客班
车，在田间地头就能把农产品卖出去。

城市提质 民生升温持续加码
11月上旬，一则喜讯“刷爆”娄底人的朋友

圈——娄底大道冷水江至新化段正式通车。至
此，冷水江、新化“十五分钟”经济圈有效形成，
两城“半个小时”的出行时长再一次被缩短。

着力推进交通融城，娄底举全市之力修建
贯穿五县（市区）的娄底大道。目前，娄涟段、

冷新段、娄双段已全面建
成通车。该工程建成后，将

有力促进娄底的区域融合，
形成一条交通、经济大动脉，实

现娄底中心城区快速辐射县市
区的目标。

“现在到娄底城区办个事、购个物，
走娄底大道不到半小时，比我以前花的时间要
节省一大半，这件民生大实事办得好。”家住双
峰县城的市民戴杰荣点赞道。

驾车行驶在娄底大地，大道通衢，笔走龙
蛇；遍地汽车如梭，川流不息。

近年来，娄底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掀起了
一轮又一轮的干线公路建设高潮。干线公路
实现了从窄变宽、从短到长、从通到全、从线到
网的质的“飞越”，全市基本形成了“布局合理、
功能完善、成线成网、外通内畅”的干线公路交
通网络。

开门办规划，集思求广益。作为交通建设
大会战的“先行官”，娄底市交通运输局主动作
为，将交通跨越大会战从部门行为变成了政府
行为，形成了齐心协力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在
国道网调整时，争取交通运输部批准新增
G234、G354 两条国道，市域内国道增加到 4
条，娄底中心城区和国贫县新化县从此有了国
道通过。

路网改造，加速升级。近 5 年来，全市共
完成干线公路建设投资57亿元，投资额超“十
一五”“十二五”投资之和，新改建干线公路完
工里程 345 公里。先后完成了涟源杨市至白
马、双峰石牛至县城、新化资江三桥、涟源雷鸣
洞至大塘等 20 个干线公路改造项目，完成国
省干线大中修工程265公里、安保工程694公
里，改造危桥64座。

昔日的砂石路、低等级路被一条条改造升
级后的干线公路所覆盖，目前，全市国省干线优
良路率稳定在 92%以上，与改革开放初期的
20%优良率相比，整体路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城市交通日益发达，城市居民出行已不是
问题，随着新城镇化建设步伐的不断加速，城乡
公交一体化等民生工程项目的建设有序推进。

倡导绿色出行，改善城市环境，娄底公交都
市创建如火如荼。中心城区公交站场建设稳步
推进，三大桥公交枢纽站充电桩安装调试完毕，
场内地面硬化基本完成；公交东站枢纽站在进
行土地预审；骡子坳公交首末站已完成工可备
案，正在进行土地转让谈判。中心城区所有高
排放车辆全部淘汰，2017年以来新购并投放纯
电动公交车150台。娄底高铁南站公交综合体
范围内的充电桩投入使用。2019年优化调整
中心城区公交线路5条，完成了恩口、石井两条
线路的社会客运收购工作，城乡公交票价基本
确定，公交线路沿途的临时站牌正在进行施工，
先期开通的两条线路临时站牌已全部安装到
位。恩口至火车站（101 路）、石井至观化门

（107路）等公交线路已先后开通运营。智慧公
交系统已完成项目可研，招标代理按计划进行，
高铁南站公交停车场25个120KW充电桩（双
枪）和火车站基地8个120KW充电桩（双枪）建
设项目全部完成。公交专用道及相关附属交通
设施设置工作有序推进。

跨越发展 交通枢纽大有作为
2002年12月，全长41公里的潭邵高速公

路娄底段建成通车，实现了高速公路“零”的突
破，娄底正式进入高速时代。

十年沉淀，迎来涅槃。2012年12月，全长
96.71 公里的娄新高速建成通车，娄底各县市

区串成了一条珍珠链，拉入“一小时经济圈”。
2014年12月，长韶娄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为娄
底交通基础设施对接融入长株潭打开了通道。

“人民城市为人民。”这片热土充盈着拳拳
温情。2016 年以来，娄底又先后建成通车安
邵、娄衡、益娄3条高速公路，新增高速公路主线
里程99.93公里，构建了两横四纵的高速公路网
络。龙琅高速公路也将于2020年建成通车。

东有益娄高速，南有娄新高速，西有安邵
高速，北有长韶娄高速，娄底的对外交通，从闭
塞落后转变为通达的“井”字型，全市已建成高
速公路主线里程达320公里，彻底改写了过去

“无出路”的状况。
娄底交通的跨越式发展屡屡让人惊叹，如

今，全市各县市区都有高速公路通过，境内高
速公路可以无间隙转换，32个乡镇（街道办事
处）有高速公路互通。县市区在 15 分钟内上
高速，三分之一的乡镇就近上高速，中心城区
与各县市区之间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双峰、
涟源半小时融入娄底，冷水江、新化 1 小时融
入娄底，在市域形成了“一小时经济圈”。

高速公路黄金骨架网络，打通了中心城区
5个高速公路出口，加上打通的4个国省干线
公路出口，形成城区向外的便捷通道，解决了
娄底的东南西北出口问题，拉近了娄底与外界
的距离。

在全面推进高速公路建设的同时，娄底加
大铁路干线和高速铁路的项目争取。随着娄
邵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完成，加上沪昆高铁、洛
湛铁路、安衡铁路，以及规划建设中的呼南高
铁，娄底铁路建设已完成了从“十”字型到“米”
字型结构转变。通过高铁网络，娄底将实现与
全国主要大中型城市的快速互联互通，实现从
娄底出发，5小时以内到达全国50%以上大中
城市，国内大多数城市可实现当天往返。

今年 7 月，紫鹊界康养小镇项目正式签
约。该项目计划通过8-10年的努力，打造成
集文化体验、避暑度假、冰雪运动、森林康养、
观光农业游、拓展会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独具
梅山文化特色的国家级医养结合示范基地，全
部建成后夏季可满足2.5万人同时康养度假，
冬季可满足6000人滑雪。

承接大项目，交通枢纽的气魄再次体现。
今年，G59呼和浩特至北海高速公路的重要组
成部分——新武高速在紫鹊界景区的连接线
已正式启动勘察，将设立紫鹊东出口，今后可
直达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紫鹊界。

岁月的奔涌从不停歇，奋斗的征程永远向
前。娄底的建设者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让
群众迎来了“出门就有高速路，抬脚就能上客
车”的好日子，出行方便快捷、旅行“说走就
走”。展望未来，娄底交通大动脉越发通畅、越
发强健。

壮志凌云筑坦途
——娄底市交通突围工作掠影

邹娜妮 刘 芾 彭 达 朱司权

过去，穷乡僻壤闭塞难行，大山之堑拦断出行；如今，一条条高速路四通
八达、一条条干线公路连结县区发展脉搏、一条条“四好农村路”直抵崇山峻
岭……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叩开新时代的大门，湘中娄底突出重围，悄然变
身——交通基础设施规模不断扩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初具规模，彻底改写
了“外无出路，内无好路”的状况，一幅波澜壮阔的交通发展画卷徐徐展开。

交通强劲城市筋骨，娄底铺开经济发展的康庄大道，打开民生福祉的
幸福“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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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商大道

砥砺奋进 精彩湖南

（本文图片由娄底市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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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伍孝雄

12月16日，祁阳县文明铺镇新塘角村香
芋酥加工车间香气扑鼻。记者看到，加工用
的是村里生产的祁阳槟榔芋。55岁的村民陈
顺伍介绍，他们加工的香芋酥品质好，售价高
出同类产品 10%，还供不应求。祁阳槟榔芋
从烂在地里无人问津，到成为带着全村脱贫
致富奔小康的重要产业，陈顺伍亲历了这一
变化。

祁阳槟榔芋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上世
纪 90 年代，新塘角村曾大面积种植。然而
2000 年以后，因为分散种植无法形成品牌、
规模效应，只能到集市上零售，价格和销量上
不来。

2002年以来的几年里，陈顺伍和村民陈

三仔每年种植祁阳槟榔芋5亩以上，结果都卖
不出去，眼睁睁看着槟榔芋烂在地里，赔了肥
料等农资钱。

陈三仔说，那以后，村民们宁愿土地抛
荒，也不愿意种祁阳槟榔芋。可又找不到别
的致富门路，2014年，新塘角村被定为省级贫
困村。

为什么有好的产品还贫困？当地政府组
织新塘角村村民代表外出学习，认真反思，使
大家认识到做大做强祁阳槟榔芋产业，才有
望脱贫致富。

2016年，村支两委动员大家集中流转土
地，发展祁阳槟榔芋产业，但阻力重重。陈顺
伍、陈三仔说，大家担心的是如果种植槟榔芋
又失败，该怎么办？

镇、村干部多次上门做工作，拿着合同做

出承诺，陈三仔终于答应流转土地。当年，全
村集中流转土地1000多亩，引进专业蔬菜企
业。在县有关部门帮助下，成立了专业合作
社，完善了分红等规章制度。

规模经营效益很快显现。2016年底，村
民们第一次拿到了土地入股分红，陈顺伍等
50多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基地务工，每人收
入在3万元以上，全部脱贫摘帽。2017年，新
塘角村脱贫出列。

接着，村里建起香芋酥等加工车间，每年
举办祁阳香芋美食文化旅游节，游人慕名而
来。同时，村里不断完善观光游道、民俗区
等，乡村旅游兴旺，村民增收渠道越来越多。
2017 年以来，村民人均年增收在 1000 元以
上。现在，陈顺伍、陈三仔等村民建起了新
房，大家铆足劲奔小康。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梁军 刘瑛

“朋友们，在寒冷的冬日，想吃纯正又放
心的红薯粉吗？湘阴县妇联联系六塘乡龙潭
村贫困户喻东芳，种了 10 多亩红薯，用传统
手工制作原生态红薯粉，售价每公斤 30 元，
一次性购5公斤以上每公斤24元。欢迎亲们
订购哦！”12月14日，湘阴县妇联主席刘美丽
在微信朋友圈发的一条消息，引起很多人关
注。

县妇联主席咋“卖”起红薯粉来了？原
来，12 月14 日下午，刘美丽同县妇联派驻龙
潭村、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的阳闯，在村贫困
户喻东芳家走访，了解到他家还有 500 多公

斤红薯粉愁销路，心里有些着急：“这可关系
着老喻老两口的生计啊。”

刘美丽掏钱买了一些红薯粉回家下火
锅，招呼亲友品尝后，又将老喻手工加工红薯
粉的过程，图文并茂地发在微信朋友圈，帮老
喻推销红薯粉。

“‘美丽主席’，帮我订5公斤哦！”县科协
副主席李艳首先下单。

爱，在指尖中传递。不到3小时，刘美丽
就在朋友圈帮老喻卖掉了 400 多公斤红薯
粉。

“这可不是她第一次帮贫困户卖农货，以
前她还带着妇联干部帮村里贫困户卖过西
瓜、干菜、茶叶和土鸡鸭等，帮贫困户增收5万
多元。”龙潭村党支部书记王景胜感激地说。

龙潭村以丘陵为主，土壤肥沃，当地村民
有种红薯、加工红薯粉的传统，但缺少销路。

到 15 日 10 时，老喻的红薯粉已销售一
空。而刘美丽还在朋友圈继续接单。她打开
手中的走访记录本说：“村里还有近 5000 公
斤纯手工加工的红薯粉，我们要再接再厉帮
村民搞好销售。”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龚雅丽
通讯员 王万超

12月11日，天空放晴，明媚的阳光驱
散冬日严寒。在涟源市斗笠山镇熊家村
村委会前坪，一群身穿红马甲的党员志愿
者正在维护公共设施。

熊家村党员志愿者服务队，由村支两
委干部与党员组成，共40人，村里大小事
他们冲在最前面。抢修损坏的水渠，清理
公路淤泥，调解邻里纠纷，倡导移风易俗，

“红马甲”成了村级工作的一面旗帜。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中，斗笠山镇向所有党员提出“八个带
头”：带头学习提高，带头参与脱贫攻坚，
带头开展环境整治，带头移风易俗，带头
发展经济，带头关爱弱势群体，带头维护
和谐稳定，带头遵纪守法、廉洁自律。通
过彰显党员身份，争当干事创业排头兵，
全镇掀起一场你追我赶、争相服务的干事
热潮。

“基层工作很累很繁杂，这就需要党
员有奉献精神，团结一致，主动作为，带头
干事创业。”斗笠山镇党委副书记黄广庆
介绍。

“我们今年新建了 330 亩油茶林基
地。”黄港村党支部书记曾业介绍，油茶林
基地以前是一片荒山，通过产业引领，党
员带头，黄港村走出一条因地制宜的产业
发展之路。

黄港村是三合一村，全村共有 3180

人，党员101人。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和致
富带头人，曾业四处奔波，带领党员和村
民成立群鑫种植养殖合作社，流转土地
800余亩，种植中药材、油茶林、蔬菜等农
产品。合作社定期开展技术培训，传授养
殖技术，帮助村民创收。

“在惠民村，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邵
维国的身影。”邵维国是当地一位小有名
气的企业家，当选为惠民村党支部书记
后，他把精力全用在服务村民上。村里老
人和留守儿童多，邵维国每年自掏腰包，
为他们解决生活困难。

贫困户邵永泉在危房改造时遇到困
难，邵维国二话没说，资助他1万多元。两
年来，邵维国先后为贫困对象垫资近10万
元，帮助困难群众近200人。日子越过越
好，村民满意度大大提升，惠民村成了“零
上访村”“平安村”。

曾克生是托里村有名的“和事佬”。
2017年卸任村总支书记后，他主动挑起了
信访维稳和矛盾调解工作，村里夫妻吵
架、土地纠纷等大小事情他都主动“凑热
闹”。多年来，曾克生共调解农村大小矛
盾纠纷1000余起。他笑着对记者说：“作
为老党员，就是要带头做好村里的工作。
只要公平公正，不夹带私心，任何事情总
能解决。”

通过推广“八个带头”，斗笠山镇广大
党员用心用情为村民做实事，带领村民共
同致富。党员干部逐渐成了各村的主心骨
和领头雁，推动基层各项工作高质量开展。

湖南日报12月16日讯（记者 张颐佳）在
近日举行的长沙市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流动观
摩讲评会上记者获悉，今年1至11月，长沙市
铺开重大项目 1220 个，累计完成投资 3680
亿元，为年度计划的 109.5%，各项指标领跑
全省。

3 月 20 日开工的天际汽车，148 天建成
厂房 10.3 万平方米；48 天，长沙惠科金杨
LCM 绑定贴合生产线完成 800 亩主厂区拆
迁清零；10 月 29 日，老百姓大药房枢纽与
电商项目搬迁入园，比预期提前 9 个月……
穿行于重大项目观摩现场，“长沙速度”让

人震撼，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产达
效已成为长沙项目建设新常态。据统计，
从项目签约到开工，长沙市平均时长 10.5
个月，其中湘江新区 5 个月，宁乡经开区仅
3.7 个月。

三一塔机项目每 11 分钟可下线一个成
品标准节，该项目成功落户宁乡市，带动瑞
捷机械、孟德机械等 20 多家企业配套发展；
今年 5 月，天心数谷·智能经济创新产业基
地项目落成，迅速聚集千视通智能科技、酷
哇机器人、中驰车福等 30 余家人工智能及
产业互联网头部企业，预计明年产值可超

过 10 亿元……在抓速度的同时，长沙始终
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一大批科技含量
高、带动性强、辐射面广的项目落地开花，

“智能化”“三智一自主”正成为长沙产业项
目主角。

1 至 11 月，长沙市引进 500 强项目 36
个，总投资 623.1 亿元；纳入 22 条产业链项
目 287 个，年度预估投资 795.3 亿元。汽车、
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生物医药、食品、先进
储能材料、显示功能器件、移动互联网等 7
个 产 业 链 表 现 尤 为 突 出 ，合 计 完 成 投 资
530.8 亿元。

乡村振兴纪实

党徽闪耀斗笠山长沙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1至11月完成投资3680亿元，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产达效已成新常态

槟榔芋香幸福来

“美丽主席”巧卖红薯粉
湖南日报12月 16日讯（记者 肖祖

华 通讯员 刘飞 黄小健）深度贫困村邵
阳县罗城乡保和村连接省道的道路耗资
1096.5 万元建设，日前正式接通，为村里
发展注入强大活力，这是邵阳县积极推动
涉农资金整合的一个缩影。该县探索出

“多个渠道引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
出水”的涉农资金整合机制，确保每一笔
扶贫资金都花在刀刃上，切实提高财政资
金的使用效率。

在扶贫项目安排上，该县实行乡村逐
级申报，充分结合县乡脱贫攻坚规划和当
年脱贫任务，按照轻重缓急择优选取项
目，使每一个扶贫项目都能紧密联系贫困
村、贫困户，确保扶贫项目接地气、合民

意。在扶贫资金安排投向上，紧紧围绕
“两不愁、三保障”，重点安排用于全县
160 个贫困村的 1068 个基础设施建设和
216个产业发展项目，倾斜支持47个深度
贫困村脱贫出列。县财政与县扶贫办联
合设立资金拨付总台账，实行“统一归集、
归口拨付、集中支付、专账核算”，及时将
整合资金拨付到位，监察、审计等部门则
将涉农扶贫资金监管关口前移，形成监督
合力，打通资金使用“肠梗阻”。

据悉，近 4 年来，邵阳县统筹整合 13
个部门 6 类 19 项财政涉农资金 94.12 亿
元，实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687个、产业
发展项目992个，累计帮扶贫困人口26.1
万人次。

邵阳县：

用活“资金池”聚力办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