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1日，湘潭城发集团与中信
集团成功签订万楼—火车站开发项目
招商投资合作协议，明确了该项目的
合作模式、实施内容、实施路径。双方
将共同抓住万楼—火车站片区长株潭
核心区域优势，结合片区发展规划、优
化业态布局，将湘潭火车站、万楼、湘
江第一湾等重要城市地标和文化资源
串珠成线、联点成片。不久的将来，这
里将成为湘潭产城融合经济发展新窗
口。又一重大项目“落地开花”。

湘潭是历史文化名城，文旅产业
是湘潭补短板的优势产业。湘潭城发
集团一直致力于文旅产业的建设、运
营和包装，努力让湘潭的文旅梦成为
现实。

疫情退去，文旅复苏。千里湘江
第一湾窑湾正变成湘潭旅游打卡地。

“五一”小长假，窑湾历史文化街区日
均接待游客达6000余人次，街区门店
消费恢复至以往的八成左右。“现在疫
情形势好转，趁着天气不错和家人一
起到窑湾来透个气，还有非遗项目体
验，感觉不错！”前来游览的游客说。
窑湾景区溢香园店内，店主谭枚良在
厨房忙个不停，隔着口罩也能感受到
她的喜悦。值得一提的是，为推进景
区复苏，刺激旅游消费，窑湾景区推出
独特创意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水幕灯
光秀，吸引了众多游客体验和观赏，共
接待游客近 5万人次，位居全省旅游
景区第四。

沿着窑湾东行，经源源码头、宽裕
粮行、关圣殿、小东门码头游览，沿线
的湘潭“总”文化遗迹尚存，老湘潭韵
味蕴含其中，为千里湘江第一湾增加
了人文的厚度。最终到达的万楼片
区，这是湘潭城发集团重点打造的文
旅项目，正在建设的湘潭名人文化馆
进展迅速，文化馆设在万楼主楼，建成
后将精选湘潭历史文化名人100人，
运用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手段如平面
图文、实物、蜡像、虚拟成像技术等集
中展示湘潭名人文化。

经过焕然一新的湘潭河东沿江风
光带，一路向北，来到湘江河东风光带
二期公园配套服务设施（城发晴溪）项
目现场，这里是一片忙碌的施工景
象。现场负责人介绍，项目包含游客
服务中心、多功能活动室、茶餐厅等特
色建筑及园林景观建设，目前正进行
地下室基础施工。项目建成后，将成
为一江两岸湘江风光带的又一亮点。

湘潭城发集团各产业项目争相迸
发，市重点项目清洁热能产业基地一
期EPP（发泡聚丙烯）部分项目成功落
地，配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功开启
建设，项目一期年产值预估 1 亿元。
江韵潭州、加油站建设等多个项目的
加快推进将为湘潭产业发展增加新的

“基石”。
挑战前所未有，机遇千载难逢，唯

有奋进方能不负使命，不负韶华。湘
潭城发集团正朝着“奋战一百天实现

‘双过半’”的目标迈进。

建设热潮激荡莲城
——湘潭市城发集团“奋战一百天”纪实文/曾佰龙 赵彩华 叶小玲

从拉通长株潭“半小时经济圈”的芙蓉大道，到千里湘江第一湾（防洪

带），从日益兴起的窑湾“夜经济”，到日新月异的万楼片区，从一个个勾起乡

愁的特色小镇，到一座座秀丽宜游的主题公园，从联通长株潭“绿心”的昭华

大桥，到加快推进的湘江风光带服务配套设施项目，无不有湘潭城发人奋斗

的身影。他们勇立潮头，高质量推动城市建设，以

滚石上坡的干劲，投入到“奋战一百

天实现‘双过半’”的攻坚

战中。

奏响基础建设的“奋进曲”
一手打造融城路，一手架起民生桥

湘潭城发人在一个个项目现场奏响了

“奋进曲”。连日来，湘潭城发集团主要负责

人，以“四不两直”的方式，下到基层一线寻

堵点、理思路、增信心、鼓干劲。在疫情影响

和经济下行压力下，城发集团确定了党建领

航、提信心、鼓士气、干实事的工作方针。

防疫同时，项目建设齐头并进。芙蓉大

道快速化改造（湘潭段）项目是省重点工程，

将长株潭拉进了“半小时”经济圈。“早上在

湘潭嗦碗粉再去长沙上班”的梦想即将实

现。我们在现场看到，260余名工人在施工

现场挥洒汗水，2台架桥机不间断作业，自3

月工程开工以来，项目部全体工作人员不分

昼夜抢抓工期，5 个跨线桥节点正有序推

进，预计2020年9月初完成梁体架设，10月

底实现主桥贯通。

联通致富路，架起民生桥。昭华大桥和

白云路是湘潭城发集团负责的湘潭市重点

工程，是推动长株潭融城的重点基础设施项

目。日前，湘潭昭华大桥及白云路已实现通

车，长株潭三市更加连接融通。昭华大桥作

为“绿心”昭山联通长株潭的“心脏搭桥”，拉

通后，从昭山示范区到长沙大王山度假区的

车程，将从 50 分钟缩短至 20 分钟；从湘潭

经开区到长沙暮云经开区车程，将从 40 分

钟缩短至 20 分钟以内。白云路拉通后，从

湘潭市鹤岭镇上长潭西高速或京港澳高速

复线的车程，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长

株潭三地居民出行变得更加便捷。湘潭市

委主要负责人说：“我们将以昭华大桥及白

云路通车为契机，积极主动地融入长沙，规

划建设，布局项目，推进招商，把交通区位优

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5 月 15 日，再次传来好消息，由湘潭城

发集团实施建设的湘潭万楼东路成功全线

通车，有力改善了万楼景区交通环境，拓展

了湘潭全域旅游空间，为市民观光旅游出行

提供便利。

今年，湘潭城发集团承担着芙蓉大道快

速化改造（一、二期）项目（湘潭段）、河东湘

江防洪带（沪昆高速至湘黔铁路）、东坪路、

G320 湘潭绕城线（一期）等 66 个省市重点

建设项目。战略重组后的湘潭城发集团，正

全力打造优质工程，致力提升城市品位，扛

起改善城市生活条件责任大旗。

描绘宜居蓝图的“追梦人”
一手抓水体治理，一手抓循环产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经济日报社曾共同

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湘潭的经济发展

竞争力、可持续竞争力、宜居竞争力、宜商竞

争力，在全国 293 个城市中排名第 71 位，在

我省位居第2位。

宜居比拼的是综合实力，拥有了青山绿

水，城市才有了核心竞争力，是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根本保障。湘潭城发人描画宜居蓝

图，建设生态家园，让建设“大美湘潭”理想

照进每一位市民的现实生活。

在湘潭市岳塘区，有一条全长 2.8 公里

的黑臭水体——爱劳渠，如今渠道两侧筑

起了整齐的堤岸，渠水清澈了不少。“在这

一段，我们埋了直径 1.2 米的排污管道，实

现雨水、污水分离。”项目负责人陈永利

说。另一个黑臭水体治理项目——万楼片

区和火车站片区黑臭水体治理项目也在有

序推进，昔日黑臭水体已变成了一池碧

泉。今年 3月，湘潭城发集团对万楼片区和

火车站片区黑臭水体进行整治，率先启动

了碧泉湖公园上游渠道段清理。经过一个

多月紧张施工，目前湖面水葫芦已完全清

理，公园周边环境得到修葺改善。同时，护

潭西路（江南大道段）污水管、江麓东干渠

截污至护潭西路污水管两个项目正在施工

中，预计5月底前可完工。

此外，火车站片区水系连通工程（一期）

正加速推进，项目计划在赤马路西侧新开渠

道 630 米，新建分水闸一座，对护潭河一级

渠、二级渠、江麓东干渠及其支渠进行清淤

及岸线整治。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护潭

西路至红星小学段污水管道及新开明渠施

工正在进行，预计 10 月可完工。”火车站片

区、万楼片区等黑臭水体治理完成后，将有

效改善片区水体质量，助力湘潭市顺利通过

国家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验收，还老百姓

“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美好环境。

拆旧建新，不断刷新城市“颜值”的同

时，建筑垃圾去向何处？湘潭城发集团建筑

垃圾循环利用项目正在让湘潭这座城市变

得更美。湘潭城发集团旗下湘潭市竹埠港

建筑垃圾再利用有限公司，应省重点工程竹

埠港地区“退二进三”及重金属污染治理而

生，专业从事城市建筑固废资源化利用，年

处理建筑固废 80 万吨以上，再生利用率

95%以上。成立至今，对该地区28家企业遗

留的厂房及附属建筑物进行拆除，并对建筑

垃圾进行分类处置及资源化利用。

我们走进该公司生产车间，建筑垃圾资

源综合利用的再生产品有序摆放着，十几名

工人操纵着破碎机和铲车，将建筑垃圾推向

入料口，一块块巨大的混凝土渣变成 10 毫

米以下的再生骨料，这些骨料又经过筛选变

成再生砖的生产原材料，经过制砖设备，摇

身一变成为一块块吸水砖、透水砖等再生绿

色建材产品。建筑垃圾在这里变“废”为

“宝”，还了城市生态“欠账”。

传递民生实绩的“暖度”
一手抓民生服务，一手抓民生改善

在这次全民抗疫的过程中，湘潭
城发人用实际行动暖民心。

在这次疫情阻击战中，湘潭城发
人成了 13350 户保障性住房居民的

“守护人”。湘潭市有 27 个保障性住
房小区，13350 户居民。人员密度
大，孤寡老人多，一直以来是这类小
区管理中的两大难题。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湘潭城发集团旗下的
社区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400 多名工
作人员坚守阵地，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在做好小区封闭管理、内部排
查、每日消毒、强化宣传等基本防护
工作的同时，用脚步、汗水和“独家
定制”等贴心服务，化身为居民的送
菜员、保洁员、家庭纠纷调解员，在
特殊时期守护着这个特殊群体，保
障了这些小区居民的日常生活，赢

得了居民一声声感谢、一次次点赞，
实现了湘潭市保障性住房居民新冠
肺炎“零感染”。

为更好地服务市民，疫情期间，
湘潭城发集团打造的基于微信程序、
服务于广大业主生活的特色产品线
上销售平台——“城发优购”，现有时
令蔬菜、水产海鲜、五谷杂粮等 15 类
购物板块。该平台线下依托社区服
务团队，采用“预售+配送（自提）”的
营销模式，已实现所有线上商品当天
下单，次日送达服务。预计6月底，集
团所管辖的 39 个小区将全部开通该
项服务。

近日，城区一加压泵站供电线路
受雷电天气影响跳闸，导致大面积停
电、停水。城发“社区服务员”联合水
务公司，妥善处置鹤岭泵站各项设

备，经过一个多小时努力，终于恢复
供电、供水，保障业主早晨正常用电、
用水。现在，湘潭城发集团有一大批
这样朴实的基层劳动者，为保障小区
正常供应水电，保持小区服务、卫生，
他们不分节假日轮班值守，尽职尽
责，驻守岗位。

一手抓民生服务，一手抓民生改
善。湘潭市直公房改造扩改翻项目
已于 4 月动工，该项目涉及全市 9 栋
住宅 284 户，总建筑面积 13394 平方
米。改造内容包括墙面美化、屋面整
修改造、门窗更换、弱电改造、上下水
改造、公共厕所改造及其他配套工程
改造正在进行。项目负责人说，预计
6月 30日前完工并交付使用，项目完
成后将改善部分老旧小区的生活品
质，提升城市形象。

书写文化名城的“诗与远方”
一手抓产业复苏，一手抓长远发展

（本版图片均由湘潭城发集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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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战一百天奋战一百天 实现实现‘‘双过半双过半’”’”竞赛重大竞赛重大

成果成果———昭华大桥—昭华大桥，，全线竣工通车全线竣工通车。。

长株潭融城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白云路全线竣工通车。

重点项目万楼东路全线通车，有力拓展湘潭全域旅游空间。

芙蓉大道快速化改造（湘潭段）昭华路跨线桥节点正加快箱梁架设。

建筑垃圾再利用公司开足马力生产。

湘潭旅游打卡地——窑湾。

湘江边上新风景——万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