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株潭地区
生产总值11556亿元
占全省比重41.2%

洞庭湖地区
生产总值6437亿元
占全省比重22.9%

湘南地区
生产总值5568亿元
占全省比重19.8%

大湘西地区
生产总值4521亿元
占全省比重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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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地借力谋势
陈淦璋

从区域发展的角度 ， 经济发展和城市竞
争 ， 最常见的思路 ， 是找准并把握好比较优
势。

有一些优势是上天赋予的 ， 比如地理区
位、 资源禀赋， 很容易就找到产业定位， “靠
山吃山、 靠水吃水”； 但有一些优势则是需要
发现、 创造甚至转化得来。

如郴州。 过去老话说 “船到郴州止， 马到
郴州死”， 郴州位于湖南交通的末梢， 路途遥
远。 随着京广高铁开通， 郴州一下变成了距长
沙、 广州各一小时车程的枢纽与湖南开放的前
沿； 而粤港澳经济转型， 又带来了产业梯度转
移的良机。 发现优势， 顺势而为， 郴州摆脱了
单纯依靠矿业资源发展经济的格局， 现在的发
展日新月异。

再看常德。 过去虽说水好、 风景好， 可还
没到值得住一晚慢慢看的地步。 今夏， 常德大
手笔打造的 “欢乐水世界” 开园， 倒是让人有
了周末前往休闲游的兴趣。 长沙市民带着一家
老小， 周六前往周日返长， 不远不近， 倒是轻
松悠然。 找准自身优势， 做好 “水” 文章， 自
然赚得盆满钵满。 常德此番还联手张家界、 自
治州， 力图让秀水、 奇山、 古城相得益彰， 让
旅游 “金三角” 绽放更加夺目光彩。

同样 ， 对整个湖南来说 ， 过去 “不东不
西”、 “不南不北” 的尴尬， 现在可是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改变。

沪昆高铁和京广高铁在湘交会， 长沙一跃
成为中部重要的高铁黄金枢纽城市， 还有全省
迅速发展的高速公路、 水运、 机场等。

湖南的定位已更明确： 中国中部枢纽， 东
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 ， “一带一
路” 和长江开放经济带结合部。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 新的优势已经转化而
来。 这需要我们发扬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 创
造性地借力谋势， 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 不负
这个时代。

（1）环湖公路建设。
（2）蓄滞洪区建设。
（3）河湖联通工程。
（4）生态廊道工程。
（5）高标准农田建设。

（6）千亿园区培育工程。
（7）安全饮水工程。
（8）铁路工程建设。
（9）血吸虫病综合防控工程。
（10）城陵矶新港区建设。

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等重大发
展战略相继提出，湖南近年获批洞庭湖生态
经济区、长株潭自主创新国家示范区、湘江
新区等国家级发展战略平台，区域发展迎来
新的机遇。夏末秋初，记者沿湘江、环洞庭采
访，眼见各地竞相发展有如千帆竞渡、气象
万千。

“靠水吃水”新篇

沿湘江、环洞庭采访，随处可水。依托资
源优势发展，“靠水吃水”形象而生动。但在
加快建设“两型社会”的今天，“靠水吃水”有
了全新的内涵。

8月，湘潭岳塘区湘江边的竹埠港，树影
斑驳，少有人迹。“你闻闻，完全没有以前的
刺鼻味道了。” 湘潭市岳塘区区长王永红告
诉记者，自竹埠港被列为湘江流域重金属污
染治理重点区域以来，28家重化工企业已经
全部顺利关停，眼下正按照“关、退、治、进”
四步走战略，到2018年要全面完成环境污染
治理，2020年建成生态宜居的滨江新城。在
这里，靠水吃水意味着涵养好水源，真正呵
护好母亲河。

洞庭湖畔，长于水中的芦苇，给益阳沅
江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沅江芦苇作为主要
造纸原料，供应量一度占到全省的6成以上。
可时过境迁，随着纸业萎靡、原料替代和治
污力度加大，当地芦苇产业深陷泥潭。怎么
突围？沅江瞄准芦笋（即芦苇嫩芽）做文章，
向绿色生态食品加工转型。 记者9月初在沅
江街头看到，不止是芦笋专卖店，不少饭馆、
酒楼都主打芦笋特色。当地高度看好芦笋的
发展前景，今年定下的目标是生产芦笋深加
工食品2万吨左右，实现年综合值12亿元。在
这里，“靠水吃水”意味着转型发展，换一种

“吃法”。
9月12日晚，常德市柳叶湖畔，中国湖南

国际旅游节在此开幕。基本市情就是“水情”
的常德，借水起航大办旅游，已经尝到了甜
头。落户柳叶湖的“华侨城欢乐水世界”今夏
开园纳客，一举刷新了常德旅游景区单体接
待人数的新高，2个月共接待游客66万人次，
以至于高端酒店“一房难求”，就连卖泳衣的
路边摊都赚得盆满钵满。在常德市市长周德
睿看来，新常态下转型发展、创新发展，此番
更要借举办旅游节乘势而上，打造“张家界、
湘西、常德”旅游金三角。在这里，“靠水吃
水”意味着科学地“吃”、“吃”出水平，既能

“数钞票”，还可以“数星星”。
立足区域谋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下一汪

清水，湘江保护与治理省政府“一号重点工
程”正值第三个年头。湘潭竹埠港、郴州三十
六湾、株洲清水塘、衡阳水口山、娄底锡矿山
等5大区域启动污染整治，“旧账” 要抓紧治
理，“新账”决不能再欠。靠水吃水，宁可经济
上吃点亏，也要算好生态账、民生账。

重点区域带动

长株潭、洞庭湖、大湘南、大湘西，新的
历史语境下，四大板块竞相发展、重点区域
带动全局的势头初步形成。

而连续获批长株潭自主创新国家示范

区、湘江新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等改革试
验区，如此密集的重大政策利好，湖南史上
少有。

先看长株潭。自主创新国家示范区“站
在” 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肩膀
上，创新优势叠加政策效应，正在孕育新的
内生动力，龙头高昂引领发展。

湘潭竹埠港地区，所有重化工企业关停
退出，却并未“重创”湘潭这座老工业城市。
因为另一厢，吉利新能源汽车、泰富重工、威
胜电气等新兴产业， 助力湘潭转型发展。今
年上半年，湘潭市GDP增长9.2%，增速跃居
全省第二，排名上升6位。该市各项指标一路
飘红，与高新技术产业和高加工度工业的强
势拉动密不可分，两项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0.4%和12.9%。

株洲的轨道交通产业本已强势，眼下自
主创新又传喜讯。在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
公司厂内， 首列磁浮列车已经能够平稳起
浮，在今年9月2日的调试中跑出了92公里时
速，预计年底前陆续交付长沙磁浮工程投入
运营。此番借核心技术工程化和研发成果商
业化的突破，将进一步打响湖南制造的品牌
效应。

在长沙，工业制造业加速走向“智造”时
代。中联重科、上海大众长沙工厂等30多家
规模企业使用工业机器人及智能技术，涵盖
了工程机械、汽车制造、食品和物流等领域。
长沙市经信委副主任刘志辉介绍，《长沙智
能制造三年行动计划》已经发布，到2017年
要全面推广有效的经验和模式，形成该市装
备产业新的增长点。

再看湘江新区。作为全国第12个、中部
地区首个国家级新区，从今年4月25日获批，
到5月24日正式挂牌， 吸引了来自全国以及
世界的目光。

长沙湘江西岸这片曾经的沉寂之地，正
被改造成流金淌银的宝地。 梅溪湖国际新
城、滨江新城、洋湖生态智慧新城、大王山旅
游度假区四大片区齐发，不仅仅是拉开城市
框架，更要广聚人气、物流和财富。

湘江北去，洞庭湖地区也正迎来新的发
展机遇。国务院去年4月14日批复《洞庭湖生
态经济区规划》，包括益阳、岳阳、常德、长沙
市望城区等在内的洞庭湖区整体发展方略
上升为国家战略。

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洞庭湖生态经济
区将完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城乡一体化发展、
社会民生事业发展5项任务。在益阳，今年洞
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重点推进296个项目，
其中，计划新开工的68个项目中有66个进展
顺利，尤其是环湖公路建设来势较好。

通江达海之路

放眼全球竞争格局，湖南正面临前所未
有的战略机遇。

中国中部湖南，正处在东部沿海地区和
中西部地区过渡带、“一带一路”和长江开放
经济带结合部。立足“一带一部”新定位，立
起新的发展增长极， 是湖南的历史机遇，更
是光荣使命。

逐湘江而北上。江的尽头是湖；湖的尽
头是长江、大海。湖南的区域发展，只有与国
家的开放开发战略全面对接和深度融合，方

能获得足够的动力和空间。
9月上旬， 记者来到湖南最大港口城陵

矶港采访。据介绍，二期工程建成后，城陵矶
港的年集装箱吞吐能力可达68万标箱。不仅
如此，省政府与上港集团组建的湖南城陵矶
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今年5月已经挂牌。 这意
味着，以城陵矶作为重点，发挥与上海港的
协同效应，将加快打造我省通江达海新的增
长极。

岳阳市市长刘和生介绍，岳阳正积极发
展以“近海直航”为重点的国际航线，全力打
通湖南通往世界的出海口。 今年5月开通的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岳阳-东盟接力航线，
缩短了岳阳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运输时间。今
后还将引导长株潭进出口货物直航运输，全
力打造“黄金航线”。

不止是水路。 沪昆高铁全线通车后，可
连通上海、浙江、江西、湖南、贵州、云南6个
省市，带动长江经济带沿线所有地区。在决

策层看来，共建沪昆高铁经济带，既是实施
长江经济带开放战略打造重要载体和平台
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扶贫开发的迫切需要。今年8月，湖南与
贵州达成高铁经济带合作《框架协议》，明确
了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经贸交流、生态同
治、扶贫开发等方面的合作共建。

还有南北向的京广高铁。 南部的郴州、
衡阳和永州面向广东，自然是与珠江三角洲
发展相得益彰，有效利用沿海产业向内陆转
移机遇实施无缝对接，以扩大发展的战略纵
深。

同时，沪昆高铁、京广高铁在长沙交会
成“金十字”，人流、物流、信息流在这里汇
聚，中部交通枢纽地位愈发凸显。沿东南西
北四个方向，完善高铁沿线城镇和区域发展
定位、细化战略思路、优化产业布局，进而把
高铁沿线地区打造成新的产业增长带，其势
已成、其时已至。

千帆竞渡龙头昂
———“湘江北去”系列报道之区域篇

2014年 ，长株潭地区 、洞庭湖
地区、 湘南地区和大湘西地区分别
实现地区 生 产 总 值 11556亿 元 、

6437亿元 、5568亿元 、4521亿元 ，
占全省比重分别为41.2%、22.9%、
19.8%、16.1%。

常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世界五百强企业
三一重工生产车间。 罗勇 摄

湘江新区四大片区建设：

湖南区域发展四大板块：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10大标志性工程：

梅溪湖国际新城

滨江新城

洋湖生态智慧新城

大王山旅游度假区

9月14日，长沙市湘江新区梅溪湖，正在建设中的梅溪湖未来城市中心。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制图/张杨

（1）梅溪湖国际新城。囊括高档
住宅、 超五星级酒店、5A级写字楼、
文化艺术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健康
医疗产业等业态。

（2）滨江新城。位于长沙市区湘
江西侧、银盆岭大桥两厢。重点建设
中央商务区（金融中心区），湘江西岸
商业旅游景观带。

（3）洋湖生态智慧新城。总部经
济区已引进浙江商会大厦、湖南省农
信社总部、 省建筑规划设计院总部、

和顺石油总部等；万科地产、中海地
产、 中国水电等十多家开发商抢滩；
还有6000亩湿地、国际雕塑公园、湖
湘名人艺术街。

（4）大王山旅游度假区。前身是
坪塘老工业区，未来将形成以湘江欢
乐城为核心的都市旅游度假区，以湘
军文化园、大王山森林公园、矿山复
绿公园为核心的人文、生态、体育休
闲区，以观音湖文旅城为核心的文化
旅游产业聚集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