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和谐，民生为重；民生无忧，幸福可
期。

话及民生，恰如一缕缕灿烂阳光，温暖
千家万户，既细致入微穿掠百姓油盐柴米的
生活，又与民生福祉如影相随。“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是雨湖区委、区政府一直
以来的奋斗目标。 改革开放这 40年，雨湖区
通过一系列实践，清晰地勾勒出区委、区政
府主要领导的民生情怀。

民生事业持续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民生
投入逐步增加。 尤其是近 5年，民生事业资金
投入 54亿元， 每年支出占比均为 70%以上，
完成民生实事 201 项。 投入扶贫专项资金
700万元，助推全区 7000多贫困群众全面脱
贫。 2017年全区小康总体实现程度达 95.8%。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92 年 2564
元、1222元分别提高到 35176 元、28208 元，
分别增长 13倍、22倍。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城乡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 新型合

作医疗、 农村养老保险等
制度逐渐实施，社会保障
体系实现城乡全覆盖，
社会救济、救助政策全
面落实， 成功创建省
“五化”民政示范区。

社会事业全
面发展。 文体事
业蓬勃发展，公共
文体设施覆盖全
区， 拥有文化馆、图
书馆、 农家书屋等各
类文化活动场所 191
处， 白石广场、 雨湖公
园、和平公园等场所人流
如织，齐白石文化艺术节、
全民健身等群众活动广受
赞誉。 教育优势愈发强劲，全面
改薄和校园安全建设实现标准化、
规范化，现有各类学校 160 余所，中小

学教育教学质量综合评价指标常年居
于全市前列， 义务教育入学率
100%，风车坪、金庭学校等教育
品牌众人皆知。 医卫事业日臻
完善，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增加
到 443 家，所有村（社区）卫
生室完成标准化建设，成功
创建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
控示范区。

社会治理不断加
强。 平安雨湖建设深入

推进，社会治理体系逐步
健全，公安、消防、食品药

品等安全密网全面织牢，安
全生产闭环管理模式全面推

行，应急管理、公共安全、风险
防控等处置能力显著提升，公

共法律服务体系覆盖城乡，社会
大局更加和谐、更加安定，百姓的

幸福感扑面而来。
美好憧憬渐成实，幸福图景美如画。 如

今，越来越多的雨湖人发现，居民出行更方
便了，文化生活更丰富了，百姓看病更快捷
了，小孩上学更无忧了，老人有更多优待了
……民生福祉惠及百姓， 民生实惠可亲可
感，区委、区政府与百姓的心贴得更紧了。

天时地利助耕耘，改革开放硕果馨。 湘江
河畔观锦绣，千年雨湖放异彩。如今，是收获的
时节，更是再次扬帆起航的时刻。回望过去，雨
湖人民激情澎湃、思绪万千，那是天翻地覆慨
而慷的记忆。展望未来，雨湖人民豪情满怀、浮
想联翩，那是而今迈步从头越的使命。 雨湖人
民坚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引领下，乘改革开放的高速列车，沐浴党的
十九大的浩荡春风，这艘承载着 60�万雨湖人
梦想的巨轮将继续劈波斩浪、高歌猛进、砥砺
前行，谱写出更加辉煌灿烂的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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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激荡四十载 千年雨湖正芳华
———湘潭市雨湖区改革开放 40 年纪实

蒋 睿 陈 娟 刘思玲 谭 谦

坐落于湘江之滨的雨湖区，是湘潭市城区
文明的发祥地。 明清时期，这里码头林立，商贸
昌盛。 勤恳的人们用汗水锻造了“小南京”“金
湘潭”的金字招牌。

1978 年，改革开放的春风遍拂大地。 四十
年间，雨湖区，这个位于中国腹地的老城区，沐浴
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乘风破
浪，在城区建设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在文化塑造
和传播的舞台上纵横驰骋，向着质量强区蝶变。

巍峨的万楼是雨湖崛起的象征， 湘潭火车
站、煤栈是雨湖发展的见证。区委、区政府带领广
大干群顺应时代潮流，呼应群众期盼，致力思变
图强，用一次次务实创新、奋发有为的精彩实践
和激情释放，让这四十年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高瞻远瞩谋改革，激情洋溢促发展———四
十载栉风沐雨路，千年雨湖正芳华！

一串串对比鲜明的数据、一幅幅精美城市
的画卷、一张张幸福洋溢的笑脸、一项项来之
不易的荣誉……这四十年，自然与人文交相辉
映，传统与现代和谐相融，雨湖迈着矫健的步
伐，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倾情绽放。

数据， 是能证明一个城区经济社会发展
的“温度计”，是宏观政策实施效果的“信号
灯”，更是人民生活品质变化的“晴雨表”。

看这些数据———
区域面积在不断扩大。1992年，雨湖合区

成为新雨湖，区域面积从 78 平方公里，增加
到如今的 451平方公里，增长近 5倍。 随着区
域面积的增加， 人口也从 30 万增加到了 60
万，人口红利不断释放。

经济总量在不断跨越。 地区生产总值从
1992年 4.3亿元增加到 2017 年 659 亿元，增
长 152 倍，按可比价年均增长 12.3%；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从 7.2亿元增长到 307 亿元，增
长 42倍， 年均增长 15.5%； 固定资产投资从
0.3 亿元增长到 325 亿元，翻了十番，年均增
长 31%。 规模以上企业由 8家发展至 127家，
其中高新技术企业达 21家。

财政收入在不断增加。 2001年雨湖区首
次突破亿元大关，2017 年达到 19.3 亿元，增
长 56倍，年均增长 16.8%。 40年来，雨湖区先
后获得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区、 全国先进文
化城区、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区、全国计划生育
先进工作单位等市级以上荣誉 300 余项。
2017年，被确定为全面小康达标县(市区)。

审时度势，谋定方能健步行；风帆正聚，长
缨在手缚苍龙。这 40年来，雨湖区不断加快开
放崛起的步伐，调整产业经济发展结构，成果
丰硕。

积极发展园区经济。 2012年，雨湖区在湘
潭锰矿地区着手建设雨湖工业集中区。经过艰
辛创业，园内生态得到修复，环境逐步改善，并
成功引进企业 85 家， 园区总产值从初期的不
足亿元增长到 63 亿元。 尤其是去年与华夏幸
福成功签约雨湖产业新城 PPP 项目， 积极承
接湘江新区及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全面开
启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开发运营的新篇章，
全力打造“中国创智新城、三湘都市客厅”。

三产经济齐头并进。党的十八大以来，雨
湖区抢抓机遇， 迅速抢占现代服务业发展的
新高地。文旅产业蓬勃兴起。千里湘江第一湾
雏形初现，万楼景区、九华湖景区、齐白石纪
念馆成功跻身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窑湾文
化旅游街区盛大开街，仙女山生态旅游小镇、
姜畲现代农业示范园、 湘锰国家矿山公园逐
渐成型，全域旅游的饕餮盛宴即将呈现。商贸
物流繁荣活跃。中南农机大市场、河西地下商

城、 湘潭市农产品物流配送中心等专业市场
日渐繁荣，三桥布市重现昔日布市的繁华，湘
潭义乌小商品城别开生面， 砂子岭市场群升
级塑形，全区各类商业网点达 6150 个，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连续八年排名全市第
一。新兴产业不断涌现。金融通讯、电子商务、
现代物流等新型业态蓬勃兴起，文化、健康、
养老等幸福产业方兴未艾， 先锋鹏博互联网
产业园引进企业 45 家， 步步高异军突起，不
断创新电商经营模式， 成为中国西南部零售
业的领军者，现代服务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农业经济提档提质。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深度实行，“两减免、四补贴”、取消农业
税、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政策的不断实
施， 农村经济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尤其是随着姜畲和原响塘的划入，以及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雨湖从袖珍城郊型农业迈向了
都市农业的全新征程。 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城
市区全面退出种养， 适度规模经营快速发展，
袁隆平超级杂交稻中试基地引领农业科技创
新，姜畲现代农业示范园因势聚力，发展成为
全市最大的“菜篮子”生产基地，被评为国家级
创新创业园， 辐射影响全市乃至全省。 2017
年，全区实现农业化总产值 29.5 亿元，市级以
上龙头企业 24家。农业品牌享誉内外。打造绿
色或无公害产地认证基地 15 家，“三品一标”
产品认证 83 个，九华红菜薹、湘潭矮脚白、沙
子岭猪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订单生产蔬菜
进入港澳市场。 新型农业合作组织不断涌现。
先后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 278 家、 家庭农场
45 家、种养大户 332 户，打造了一批现代农业
生力军。

千帆竞发，创新者先；百舸争流，改革者
胜。 雨湖区始终坚持以改革开放总揽全局，
纵深推进各项改革事业。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有序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部署实施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区域发展、文化挖掘、
机制要素等领域创新不断深入，全社会创新
开放的发展活力竞相涌流。

行政领域改革提升效。 积极推进行政体
制改革、机构改革、干部人事改革、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和社会事务管理改革， 全面推
行公务员制度，逐步精简机构、规范管理，

陆续完成废除人民公社、恢复乡镇建制、调
整优化行政区划等变革， 依法行政制度体
系逐步完善， 行政效能和区域竞争实力极
大提升。

经济领域改革激发活。 积极推进经济体
制全面改革， 区街乡镇企业改制实现民营
化，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流通体制等改革
稳步推进，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市场体系
进一步整合激活， 各类市场主体如雨后春
笋，绽放新芽，不断发展壮大，社会经济焕发
勃勃生机。

社会领域改革激发活力。 教育改革全面
推进，教育资源日益均衡，“1+1+1”生态圈建
设经验在全省推广。 医卫改革有序推进，以
药养医成为历史，家庭签约、分级诊疗成为
一种全新服务模式。 环卫改革创新推进，率
先推行环卫市场化改革， 实行街巷长制，构
建起了“大城管”格局。 司法改革深入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在全省率先推行公
安、环保联动执法，侦办全省首例大气环境
污染入刑案件等等， 各项改革硕果累累，普
惠广大雨湖人民。

放眼现在的雨湖：万楼新城、窑湾历史
文化街区等渐渐重现昔日的繁华， 城区
“十纵八横”等道路纷纷提质改造，河西湘
江风光带建设如火如荼推进，“百年锰都”
华丽转身成生机盎然的现代化新城镇
……一幅让人耳目一新的精美画卷徐徐
展开。

承载功能全面提升。 交通路网日益健
全，过去区辖仅有 107、320 国道，建设北路、
韶山路、一大桥等几条主干道路，现在京珠
高速、上瑞高速、长韶娄高速三路交会，沪昆
高铁、湘黔铁路、长株潭城铁穿境而过。 河西
滨江风光带全线拉通，三大桥、莲城大桥跨

江而立，杨梅洲大桥即将修通，全面形成了
一个成环成带、 内联外延的综合交通网络。
农村公路全面改善， 基本实现了“村村通”
“户户通”，农村公路总里程 560 公里，硬化
改造农村公路 448公里。 同时，公交、供水供
电、天然气、路灯、水利等设施逐步完善，邮
政通信、互联网等事业迅猛发展，人民生活
更加便捷。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旧城改造持续推
进，提质改造小街小巷 725 个，改造老旧小
区 320 个，建设小游园 30 余个，实施棚改
项目 60 余个，3.5 万户居民喜迁新居。新景
家园、白石古莲城等高档住宅拔地而起，万

楼新城、窑湾古街重现昔日繁华。 美丽乡村
精彩呈现，建设美丽屋场 16 个，打造美丽
乡村 12 个，民居美化 208 栋，森林覆盖率
37%，城镇化率达到 85.5%，城乡面貌焕然
一新。

生态环境持续优化。 全力抓好大气、
水、土壤污染攻坚，持续开展市容环境和
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餐饮住宿、农贸
市场逐步规范，街巷管理、卫生保洁步入
常态，“河长制”创新推行，涟水河网箱养
鱼全线退出，湘江、涟水河沿线非法采砂
场全部取缔，涉环企业逐步退出，生态环
境再现山青水绿、天朗气清。

民生福祉惠百姓 书写温暖幸福的答卷

综合实力大提升 托起富民强区的梦想

产业经济全面兴 创造破茧腾飞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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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旧貌换新颜 绽放雨湖特色的魅力

改革激发新动能 结出芳香四溢的硕果

（本版图片均由雨湖区委宣传部提供）

———来自湘潭市的报道之三十四
（2018）

雨湖区领导到项目实地调研。

雨湖产业新城规划图。

万楼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