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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起东方竞奔流，直挂云帆济沧海。 在

四十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中， 古老
的沅澧大地演绎了广泛深刻的巨大变革，
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 三十年前，常
德撤地建市， 更是掀开了改革发展史上全
新的一页。

“抚今追昔，常德在改革大潮中洗礼，
在艰苦创业中拼搏，在开放竞争中奋进，创
造出了无愧于历史、 无愧于时代的骄人业
绩， 呈现出欣欣向荣、 蓬勃向上的发展势
头。 ”近日，中共常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周德睿接受我们访问时自豪地说。

“回首走过的路，我们辛勤耕耘、收获
满满。 ”周德睿介绍说，三十年来，常德市坚
定不移加快经济发展， 地区生产总值由
1988 年的 65.2 亿元， 增加到 2017 年的
3238 亿元，综合实力增长了 50 倍；坚定不
移完善基础设施，构建了机场、铁路、高速
公路、水运为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水利、
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坚定
不移增进民生福祉，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 22 倍，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25 倍，近五年全市脱贫 27.5 万人，贫困发
生率下降到 2.17%； 坚定不移抓好党的建
设，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大
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党的建设
质量不断提高。

周德睿说：“实践证明，作为内陆欠发
达地区， 必须依靠深化改革迸发发展活
力， 必须依靠扩大开放聚集发展动能，在
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层次上提升发
展水平。 ”

“走好脚下的路，我们目标清晰、步伐
坚定。 ”周德睿表示，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常
德市委、 市政府大力推进开放强市产业立
市战略，着力抓好产业培强、干部培优、机
制培活、作风培实；着力推动全市发展从追
求颜值向追求颜值与气质并重转变， 从注
重规模规格数量向注重管理质量效益转
变，从内陆大市向开放强市转变，从全面开
花向重点突破转变， 奏响了以改革开放推
动发展的时代强音。 周德睿认为，开放强市
产业立市战略实施一年多来， 抢占了发展
先机， 推动了高质量发展， 蓄积了充足后
劲，赢得了好的口碑，形成了大好的来势，
展示了大好的前景。

实践证明，常德大力推进开放强市产业

立市战略， 高度契合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工作要求，也非常符合常德发展
实际，也顺应了常德人民的愿望和期
盼。周德睿表示：“在今后的发展中，一
定要牢固树立抓产业就是抓发展、抓
开放就是抓未来的理念，保持战略定力，
强化担当作为，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
扎实的举措，把开放强市产业立市的各项工
作抓出新的成效，不断把为常德人民造福的
宏伟事业推向前进。 ”

“展望未来的路，我们不忘初心、继续
前进。 ”周德睿坚定地说：“我们将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切实强化
‘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跟中
央和省委、省政府战略部署，把开放强市
产业立市战略不断引向深入。 我们将强
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以质量效益为中心，大
力实施产业立市三年行动，做大做强
实体经济。 强力推进开放合作，不断
引进更多的大项目、好项目，不断推
动常德产业、常德企业、常德产品更
多地走出去。 强力推进改革创新，用
改革的办法破除体制机制弊端， 用创
新的手段促进资源要素集聚，为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充足活力和强大动力。 强力
推进乡村振兴，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
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强力推进三大攻坚
战，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不折不扣
推进和落实好各项工作任务， 确保打好打
赢。 强力推进民生改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 强力推进管党治党，全面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
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夺
取新时代治党管党强党新胜利。 ”

“唯改革开放者强，唯奋斗拼
搏者进。 ” 周德睿信心满怀地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一定
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奋发作为，以
开放强市产业立市的实际行动深化
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向党中
央、 省委省政府和全市人民交出一份
满意答卷！ ”

2018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是常德撤地建市 30 周年。

四十年沧桑巨变，三十载春华秋实。 常德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沅澧

大地，神话般地建起座座城，奇迹般地崛起座座厂，春风唤醒了世外桃源，春晖

暖透了沅澧两岸。回望时间的隧道，常德从“希望的田野”走来，唱着“春天的故

事”，在“开放强市 产业立市”新的宏伟征程上，昂首阔步走进新时代。 这一路

的故事、一路的精彩、一路的奋斗，人们从中充分感受到的，是改革开放带来的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以汲取智慧的机缘、 继续前行的力量。 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深沉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历

史担当，更高举起新时代改革开放伟大旗帜，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

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谱写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篇章。 常德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强化战略定力，强化担当作为，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更大气力

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骄人成绩，全市上下呈

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

发，620 万常德人民将在中央、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沿

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奋力书写中国梦常德新篇章。

【前 言】

改革开放 周年 撤地建市 周年40 30
——— 常德巡礼系列述评之一

沿着改革开放的
道路奋勇前进
———访中共常德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德睿

大潮奔涌逐浪高
李寒露

洞庭波涌浩浩汤汤，沅澧两岸风景如画。秋冬之交
的常德，阳光普照在 1.8 万平方公里的沅澧大地上，层
林尽染、美不胜收、温暖安详。

古朴的常德河街，人们悠闲地漫步，幸福洋溢在
各自的脸上；穿紫河上的游船，从东到西，又从西到
东，自由地游弋在碧浪清波上；白马湖公园巨幅网幕
上，桃花流水，交替变幻着多彩斑斓。这幅《冬日沅澧
图》是四十年前不敢想象的画面，是三十年间一笔
一划艰苦勾勒的结果，在今天的沅澧大地融进了人
们的日常，成为了现实。

在奋斗的道路上，常德有一路的故事。
从基础薄弱到飞速发展， 常德综合实力实

现历史跨越。 地区生产总值从 1978 年的 23.4
亿元，到 2017 年的 3238 亿元，为 1978 年的
140 倍。从农业主导到全面协调，常德产业结
构历经完美蝶变。 2017 年农业总产值按可
比价格计算相当于 1978 年的 7.5 倍，工
业增加值从 1978 年的 5.7 亿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1147.3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
值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 1978 年增长
105 倍。

从供应短缺到富足时代，常
德商品供给能力大幅提升。
1978 年常德地区农作物播种

面积比 2017 年还要大，但
粮食产量仅 262.4 万吨，

2017 年全市粮食产量
达到 387.8 万吨，

比 1978 年增加
125.4 万吨。

全 市 粮 、
棉 、油

等

大宗农产品在全省的地位更加巩固，2017 年产量均位
居全省第一， 特别是粮食产量自 2006 年开始连续 12
年位居全省第一。

从小城大市到“双百”城市，常德城市面貌迎来华
丽蜕变。2017 年市城区建成区面积发展到 99.6 平方公
里，人口增加到 94.9 万，距离“双百”城市仅一步之遥。
全市城镇化率从 1978 年的 9%提升到 2017 年的
51.6%。

从发展滞后到走在前列， 常德社会事业取得长足
进步。 教育强市建设成效显著， 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
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科技文化事业不断增强。
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 常德居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
巨变。

40年来，常德居民的收入水平年年上涨，生活质量
蒸蒸日上，幸福指数节节攀升。常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
足进步，特别是城市提质、民生事业、党的建设等方面，在
全省乃至全国都有位置、有影响、有作为。这些，是历届常
德市委、市政府决策者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路风雨
兼程、奋发图强取得的辉煌成果。

在攻坚的节点上，常德有一路的精彩。
对发展的认识，往往在发展中厘清。 车越
快越难开，山越高越难爬。 怎样的发展才

是更好的发展， 这是一个时代的命
题。 同样，也是常德必须回答

的命题。“产业发展不
强”“开放程

度不够”“干部队伍不优”，前进道路上投射出“成长中
的烦恼”。

新常态、新机遇、新发展。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和省
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作出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的重大部
署，提出要以“四大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以“五大行
动”拓展开放新空间。 常德市委提出，贯彻中央和省委
战略部署，必须依靠开放汇聚生产要素，依靠产业打牢
发展根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更具活力、更有效率、更
可持续。

2017年 9月 1日，常德市工人文化宫。“不断把开放
强市、产业立市推向前进”“产业培强、干部培优、机制培
活、作风培实”“从追求颜值向追求颜值与气质并重转变，
从注重规模规格数量向注重管理质量效益转变， 从内陆
大市向开放强市转变， 从全面开花向重点突破转变”，常
德市委七届四次全会的庄重宣言，格外令人振奋。

常德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围绕推进高质量发展、大力
发展实体经济等重大决策部署， 适时提出开放强市产业
立市战略，强力推进“四培”“四个转变”，牢牢把握住发展
的先机和主动权，一路走来，收获满满，答案自豪。

在前进的征程上，常德有一路的硕果。
常德站在政治和全局高度抓开放强市、产业立市，

是大势所趋、现实要求、长远之策、战略深化，是创造性
地推动上级决策部署在常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017 年 3 月，常德获评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先
进典型，奖励“免督查”；5 月，“中德国家司法论坛”在常
德举行，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级的外事

会议第一次在三线城市召

开；7 月， 第十三届全运会的龙舟赛决赛 12 枚金牌，在
常德柳叶湖诞生；8 月， 闭园三年打造的新桃花源惊艳
登场；9 月，全国 100 大城市机关党的建设经验交流会
在常德举行。 这一年，常德经济总量在全省坐三望二，
继续稳中有进，稳中向好，逐步改变了一烟独大、一烟
超大格局；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的诸多数据，成为全国模
式和标准……

扩大开放是披荆斩棘、久久为功的艰辛事业，产业
项目建设是一项需要定力、耐力的工作。 2018 年，常德
继续推进开放强市、 产业立市，“创新”“开放”“市场”

“质量效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继续强化，紧盯重点
领域、聚焦关键环节、集中优势兵力打攻坚战。

2018 年 11 月 22 日至 24 日，我们随“常德市开放
强市产业立市流动现场会”的参会人员一行，穿行沅澧
看产业。“看到了重视和态度，看到了未来和期望，看到
了能力和水平，看到了目标和要求……”

热气腾腾的建设现场，生龙活虎的工作劲头，你追
我赶的竞争态势， 充分展示了常德推进开放强市产业
立市战略中，抓产业的氛围之浓前所未有，抓产业的力
度之强前所未有，抓产业的效果之好前所未有。

沅江隧道、棚户区改造、海绵城市建设等一批基础
性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三一产业园、汉寿蔬菜产业园等
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高迈新能源、迪文科技等新兴产
业项目新苗正在长成大树， 规模工业增加值稳居全省
前三，今年新开工亿元以上产业项目有 185 个，累计签
约引进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214 个、 总投资 1206 亿元，
产业立市系列组合拳打出常德发展新境界……

一串串亮眼的数据、 一份份让人惊叹的成绩单背
后，是高质量均衡性发展的最新成果。 1.82 万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全面而深刻，生动而鲜活。

这一年，石门县脱贫“摘帽”；环保整治力度持续加
大；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德商恳谈会”，继续展示“德
商”家国情怀；“成就企业家、善待投资者”等优化营商
环境的暖企惠企举措，打响“产业立市三年行动”第一
枪；“最多跑一次” 事项清单公布；“常德品牌 中国品
质”农产品、工业产品、旅游产品系列推介活动，相继在
深圳、广州、上海等地举行，向全国人民展示“不同
寻常 德品出湘” 的魅力；“智汇洞庭 科创常
德”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路演活动成功举
办， 柳叶湖清科基金小镇建成运
营……

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

制约发展最关键、百姓需求最迫切的科技创新、交
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营商环境、低收入群众增收致
富等短板，正在常德得到有效提升。这些精彩蝶变的背
后，沉淀着经年累月的积累和不为人知的汗水。

闯关夺隘，爬坡过坎。 来势决定气势，气势影响走
势。 常德推进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气势如虹、乘势而
上———一路走来，常德产业更美。全力稳增长、创新促
转型，“产业立市三年行动”首战告捷，经济呈现更有
质量、更有活力、更加健康的“新气质”。

保持定力，善作善成。 任他风吹雨打，我自岿然
不动。 常德推进开放强市、产业立市定力如山、久久
为功———一路走来，常德环境更美。呵护绿水青山，
壮大金山银山，美丽乡村、美丽经济如花绽放，政
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一脉相承、层层递进。

春风化雨，溢满情怀。 气可鼓而不可泄，劲
可提而不可松。 常德推进开放强市、产业立市
迎难而上、奋发作为———一路走来，常德社
会更美。 经济报表、平安报表一起抓，人居、
环境两提高，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显著提
升，“桃花源里的常德”实现新跨越。

进无止境。 善作善成者， 最见担
当；敢为人先者，最见精神。

大潮奔涌逐浪者， 最见风采。
沅澧汇洞庭，激波扬涛，在共同
奔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昂首
迈向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
征程中， 不断注入新的内
涵， 不断激发 620 万常
德人民的智慧活力。

草木蔓发，春
山可望。 时不我
待 ， 未来已
来！

举旗定向敢担当。 贾宁 摄 碧湖翠色花岩溪。 刘长 摄

常德城区鸟瞰。 徐忠诚 摄

常德市“三馆三中心”。 罗兵 摄

武 陵 区 北
正街恒大华府小学举
行一年级新生 “开笔
礼”活动。 支莹莹 摄

常德经开区 “鑫聚威
电子”生产车间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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