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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不负有心人。从2011年至2016年短
短 5 年时间，新港区建成运营“一区一港四口
岸”，成为中部地区唯一拥有6个国家级开放平
台的开发区。城陵矶新港已开通至湘资沅澧和
宜昌、荆州“穿梭巴士”，至上海洋山和外高桥港

“点对点”快班,至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接力航
线，成功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孙权是新港公司一名桥吊能手，他曾创造
了单机作业效率 28.75 自然箱/小时的纪录。
正是大批孙权这样的弄潮儿接力奋斗，才引领
着城陵矶港击水中流、阔步海洋。现在，新港
集装箱码头已获批“全国绿色港口”，集装箱吞
吐量从开港 4.83 万标箱上升到 2019 年 50 多
万标箱。新港一、二期码头全部投入使用后，
年吞吐能力可达100万标箱，件杂货年吞吐能
力达165万吨。

汽笛声声，那是追梦的新港人一往无前的
号角；江水滔滔，那是奋斗的新港人激荡跳跃
的音符；桥吊巍巍，那是担当的新港人自信挺
拔的脊梁。当岳阳作家李月彩第一次站在新
港信息化大楼上，通过望远镜清晰看到长江边
上吊装的货物、奔流江水、一岸碧绿时，脸上满
是惊喜，表示要把新港的变化好好记录下来，
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城陵矶港。

湖南远洋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是率先在
新港做集装箱业务的企业，通过几年发展业务
量连年攀升。负责人严哲新说，现在我们可以
直接把湘北地区沿水系流域的货全部聚到岳
阳来，等于是拉近了整个湘北跟国际的距离。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现在，中远海运、中
国外运、湖南远洋、湖南华航等大型航运企业，
每天都将汽车、粮食、工业原材料等运抵港口，
将机械设备、电子元件、化工产品、食品等出口
世界各地。新港通过长江黄金水道实现了北通
巫峡、南极潇湘、西联成渝、东达四海的开放格
局，已成为湖南名副其实的开放崛起“桥头堡”。

战天斗地，
“岳阳速度”誉全球

2019 年 12 月 6 日，对新港区来说是一个
特别的日子，新港区作为全省产业项目建设推
进现场观摩会唯一的现场点，代表岳阳市接受
了全省各级领导的集中检阅。华为、新金宝、
复星合力等一批世界 500 强企业和行业龙头
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聚集的十多个年产值超
百亿项目引得各方惊叹点赞。

这是新港区十年磨一剑的坚韧付出，是十
年成规模的誓言兑现。10年前，岳阳市委、市

政府依托城陵矶港设立了新港区，作为开放发
展主阵地。省政府明确提出“举全省之力将新
港区建设成为全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
枢纽、现代物流的重要园区、开放型经济的重
要门户”。10年来，新港区按照“三年搭骨架，
五年见成效，十年成规模”的发展思路，一步步
将落后的江滩建成一个人旺、业兴、路畅、树绿
的滨江新城……

“过去港区没有一条好路，一双鞋穿不过
两个月。”新港区社会发展部部长刘伟平对此
记忆犹新。“我们‘女汉子’经常下午 4 点多就
饿了，每次吃饭都要盛三碗。”政务中心主任
张媛说起来都有点不好意思。

越是条件艰苦，越是考验新港区人的意志
斗志。敢于战天斗地、敢于挑战不可能，新港
区干部“钉钉子的钻劲、啄木鸟的盯劲、水滴石
穿的韧劲”就是这样锤炼出来的，新港区从小
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就是这样壮大起来的。

为了新港区高质量发展，黄俊钧向市委市
政府立下“奋战三年创佳绩，工业产值两千亿”
的军令状。近三年，新港区通过筑巢引凤打基
础，优化服务强后劲，建成了 15分钟快速疏港
体系，形成了水、公、铁多式联运大交通格局；
共新签约项目 122 个，协议引资 1226 亿元，新
开工项目78个，新投产项目65个，正逐步打造
临港产业发展新格局；综保区外贸业绩连续三
年领跑全省 7个海关特殊监管区，成为湖南省
进出口贸易增幅最大、项目落地速度最快的保
税区，为岳阳市连续三年进入“中国外贸百强
城市”作出了引领性贡献。

地方发展，营商环境是金字招牌。“过去我
们是拼政策、拼资源，如今是拼环境、拼服务。
现在港区干部，个个都是服务人员。”新港区党
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王文华说。目前，新
港区所有产业项目从进驻就到投产都有全方
位保障，让企业能享受“妈妈式”的亲情服务。

2018年10月15日，投资180亿元的新金宝
打印机项目落户新港区后，从开工建设到试生产
仅用270天，创造了惠普和新金宝全球工厂建设
的最快纪录，充分展现了“岳阳速度”和“金宝效
率”，并带动华为高端制造基地和新金宝中国区
域总部、自主品牌落户岳阳，成为海峡两岸合作
的典范。运营方还致信给省委书记杜家毫，称赞

“湖南精神，岳阳速度，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现在，新港区所有项目都由党员干部领办

服务，党工委班子带头示范，党员冲在前、干在
先成为常态。“新港区的成绩是用工匠精神干出
来的。”新港区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彭公
穆说道。在2019年的长江岸线复绿行动中，综
合管理部陈兴飞清楚记得，党员先锋队用 1个
月时间就完成11.9公里复绿任务，得到省委、省
政府的充分肯定。

十年风云变幻，十年砥砺前行。建区以
来，新港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工业增加值、财政总收入分别增长3到8倍，增
幅保持两位数以上，成功获批国家级产城融合
示范区、湖南高新技术开发区、湖南首批示范
物流园区、湖南军民融合产业基地，顺利通过
国家高新区验收评审。目前，新金宝、复星合
力等生产现场，工人作业热火朝天，正打造“制
造强区”的强健筋骨；在华为、中韩智能显示、
哈工大等项目基地，科技强芯创新驱动，正打
造国际领先的高端硬核。

今日的新港区正云帆高挂、破浪前行，发
展中的新港区其势已成、其风正劲，正成为高
质量发展、绿色发展的新引擎，成为企业壮大、
产业发展的新高地，成为通江达海、走向世界
的新明珠，牵引着湖南的开放型经济一路向
前、走向世界。

（上接TI）

城陵矶新港区擘画未来，构建了“一

带两轴三区”的产业总体布局。新港区党

工委书记黄俊钧解读道，“一带”是依托长

江黄金岸线建设航运物流产业带；“两轴”

是沿长江大道和云港路布局两大经济发

展轴；“三区”则是创新升级产业区、开放

型经济集中发展区、产城融合示范区。

目前，新港区集聚了以上港集团、中

远海、深国际等为代表的现代物流产业，

以中粮、中储粮、益海嘉里、道道全为代表

的粮油加工产业，以华为、惠普、新金宝、

正 电子等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以哈

工大机器人、高澜股份、国信军创 6906 等

为代表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以复星合

力、中创空天新材料、永高股份、际华3517

等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形成了新港区多

点支撑的产业体系。

下一步，新港区将按照全省产业项目

建设推进现场观摩会提出的“外学华为、

内学长沙”和“持续发力推进项目建设”要

求，以岳阳市委、市政府提出构建“一区两

带”、打造五个新格局为目标，切实担负大

城市建设的先行者和排头兵的使命，主动

把握融入点，找准切入点，全力打造岳阳

大城市建设和湖南发展新增长极的强劲

引擎。力争三年内工业产值超2000亿元，

税收突破100亿元，集装箱吞吐量超过100

万标箱，进出口贸易额超100亿美元，着力

打造岳阳千亿园区，带动沿江建成万亿经

济走廊。 （陈 煜 整 理）

全民护水 打造“洞庭之珠”

隆冬时节，南湖如画；临湖远眺，龙山若
黛，湖面似镜；水鸟翩翩起舞，游客人影绰绰。
南湖的古韵“气质”与美丽“颜值”，让这颗“洞
庭之珠”的光彩愈久弥新。

这是南湖新区全体干群合力护水的美丽
硕果。近年来，该区全面贯彻落实《岳阳市洞
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以“截污、禁养、清淤、活水、严管”为方针，全力
治理水环境，改善水生态，打造“洞庭之珠”生
态宜居品牌。全面推进“河长制”工作，各级

“河长”深入一线巡河，指导、监督责任单位开
展水污染防治，连续三年有效控制了南湖蓝藻
的爆发态势。

“上医治未病”，源头治理是水环境整治的
重中之重。2019年，南湖新区实现湖滨电子、
福众医保等 10 家企业“退二进三”；完成了天
灯咀、刘山庙、蔡家等片区截污管网及黄梅港
上游生态环境整治等工程；对辖区范围内实现
全面禁养，依法关停了7家排污企业，整治7个
排污口、8处黑臭水体。南湖水质达标率同比
增长30%，断面水质基本稳定在Ⅲ类。

众志成城，合力护水。该区将水环境治理

与人居环境整治相结合，探索建立“城区、景区、
郊区、校区”四区联动长效机制，对景区、公路、
游路周边50米范围内区域实行全天候保洁；推
进景区“厕所革命”，建成22处星级旅游公厕。
按照“重点投入、专项统筹、全民参与”原则推进
环境整治，与湖南理工学院等开展校地共建共
治共享。过去脏乱差的畔湖湾、秋芳组、职院后
街等城乡、校地结合部面貌焕然一新，南湖龙山
段被评为全省最美30条河湖之一。

城有山水市有园，是人民对城市生活的美
好愿景。市民李萍如有感而发：“南湖水清了，
岸绿了，空气也更清新了，我和姐妹们越来越
喜欢来湖边散步健身跳广场舞啦！”融绿入城
的南湖新区早已成为富有品质和生命力的诗
意栖居之地。

文旅融合 拥抱“诗与远方”

南湖有以龙山、龙舟节、“一龙赶九龟”为
主题的“龙文化”，以吕洞宾传说、茶博城为代
表的“仙道养生文化”，以圣安寺、八仙台、百年
教会学校为载体的“宗教文化”，以尚书坊、三
眼桥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每一处美景背后
都有一段动人故事。

如何将这些尘封千百年的故事蜕变成“美

丽经济”？南湖新区交出答卷：盘点文化“家
底”，提炼人文气质，推动文旅融合大发展，掀
起项目建设新高潮。

“东揽南湖山水秀，西临洞庭好春秋，南来北
往四海近，茶禅福地是月山。”南湖新区以茶为
媒，科学谋篇布局，将茶博城、圣安寺、百年教会
学校、扁山、甄璧山整合成文化整体，投资50亿
元创建月山茶韵特色小镇。目前，已完成圣安
路、圣安广场地下通道、黄茶文化博物馆、茗香书
院等配套设施建设，形成了以“茶叶+文化”“茶
叶+养生”“茶叶+旅游”为主导的融合产业链。

文化集聚人气，旅游熏陶气质。通过岳阳
“乡味长廊”丰收美食节、“岳阳市青年文化节”
“南湖夜话”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洞庭南湖”
生态文化旅游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迅速提
升，南湖旅游持续升温。

下班后到南湖公园漫步、环南湖交通三圈
骑行；节假日到洞庭湖小镇尝鲜品茗，入住山
居民宿、自然星球露营酒店、房车营地，畅游飞
行营地；闲暇时，还可到各大美术馆品味湖湘
文化，聆听南湖故事……岳阳市民的自在“慢
生活”，吸引越来越多外地游客前来拥抱“诗和
远方”。今年，全区共接待游客497.61万人次，
同比增长25.98%；实现旅游消费收入23.09亿

元，同比增长28.77%。
展望2020年，南湖新区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主任雷欣意气风发：“总投资 4 亿元的南湖
赊月公园全面建成后，将成为湖湘生活公园的
样板；总投资 10 亿元的岳阳铂尔曼大酒店即
将对外营业；总投资1.25亿元的湖南洞庭研学
实践基地，将在5年内建成国家级研学实践基
地，年接待学生10万人次以上……”

产业转型 激活“暖民经济”

过去，南湖新区经济结构单一，财政收入
90%依赖房地产。如何实现产业转型，激活南
湖经济？该区主动突围，大力引进总部经济，
积极拓展网红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业态；出
台《南湖新区市场主体培育活动实施方案》，
2019年市场主体同比增长25.9%。

目前，天鑫诺一、泰源石化、靖柯置业等
10 余家企业总部相继入驻南湖，新增税收近
亿元。引进了神起网红网络公司、昊睿中天科
技、中商北斗智能营销平台等网红经济企业。
特别是新近落地的国家级创新创业平台猪八
戒网，牵头创办了岳阳市环洞庭湖创新创业示
范基地暨数字经济创业产业园，预计未来 3年
可孵化、引进企业 230 余家，拉动经济效益

100亿元以上。
民生向暖，方能创造幸福生活；项目建设，

更要考虑民生。“心里装着百姓，才会真心实意
为群众办事、替群众做主、为群众谋利。”雷欣
介绍，2019 年，南湖新区完成了宜登路、庆丰
路、龙山阁子市和湖滨月欣农贸市场的提质改
造，启动了双龙路、杨家垄路、马家屋路等路网
建设，云梦新城中心绿化广场及世纪华联超市
等一批民生项目顺利竣工。

民生大计，教育为先。南湖新区积极打造
湘一南湖、师大南湖学校等民办教育品牌，新
建畔湖湾小学及南湖幼儿园，构建了多元开放
的教育发展新格局。

医养结合，智慧养老。该区谋划发展居家
和社区养老，总投资 2 亿元建成圣安康养项
目；成立云梦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成为全市唯
一养老照料中心示范点，顺利通过了民政部验
收，率先创建了国家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
试点单位。

随着一批富民、惠民、安民、乐民的项目落
地生根，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得以大大提
升。李运帷称，南湖新区将继续奋斗，为岳阳
建设湖南发展新增长极、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
和大城市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吴广 亚平 文辉

岳阳之美在于水，其水之美在南

湖。南湖新区因有“东方日内瓦”之称

的南湖而得名，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

区、湖南省首家省级旅游度假区。一

湖碧水、一座青山让它成为“城市绿

肺”“洞庭之珠”。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守护好一

江碧水’的重要指示精神。”岳阳市委

领导带头践行“一线工作法”，多次到

南湖新区“把脉问诊”，提出了“保护水

体、旅游强区”的战略目标。

2019 年，南湖新区勇攀高峰，以

旅游产业发展为龙头，带动其他产

业发展，为全区产业转型和高质量

发展注入强大动能。区工委书记李

运帷不无自豪地说：“预计2019年完

成地区生产总值 90.16 亿元、固定资

产投资 43.19 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26.50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9%、

12%、11%。”

诗意南湖引客来
———岳阳市南湖新区推进“保护水体、旅游强区”工作纪实

万里万里““丝路丝路””展雄风展雄风
————来自湖南城陵矶新港区的报道来自湖南城陵矶新港区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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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湖南增长极发展强大引擎

满载汽车的民生号。

城陵矶老港大棚。

城陵矶港国际集装箱码头航拍。

南湖麦子港。(南湖新区工委宣传部供图)

（本文图片均由城陵矶新港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