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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友忠 徐永宁 张 彭 骆力军

宁远县素有“德孝之源、福地九嶷”的美誉，是历史人文圣地、山

水生态绿地、潇湘旅游福地、开放前沿阵地、蓄势赶超旺地。 新中国

成立 70 年来，宁远县委、县政府始终带领人民群众坚持党的领导，

与时代同步、与祖国同行，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树立“弱鸟先飞”意

识，保持“滴水穿石”韧劲，向贫困宣战、向封闭宣战、向落后宣战，全

县经济社会沧桑巨变、城乡面貌翻天覆地、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宁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

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掀起了改革闯关、开放探路、

创新赋能的大热潮，奏响了城乡一体、生态宜居、融合发展的最强

音，书写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续奋斗的新答卷。 概括起来讲，就

是五个“历史性跨越”。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宁远， 发展落后、
百废待兴、一穷二白，是一个典型的“老、
少、边、穷”县。 经过 70 年的砥砺奋进，宁
远实现了破茧成蝶的华丽蜕变，经济总量
由 1292 万元跃升到 2018 年的 166 亿
元，增长 1285 倍，县域综合实力由全省百
位之后跃升至第 32 位， 近五年就前进了
20 位， 用 15 年时间超越了过去 50 多年
的发展。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财政总收
入分别由 4405 万元、182 万元跃升到
77.6 亿元、18.2 亿元， 分别增长 175 倍、
1000 倍。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达到 99.7%，

连续四年被评为全省全面小康先进县或
优秀县，实现了从省级贫困县到脱贫摘帽
县再到全面小康县的“三级跳”。

产业结构由过去农业“一家独大”到
现在“三业融合”。 新型工业从无到有，
2018 年工业总产值达到 187 亿元，为
1949 年的 2.9 万倍，基本形成了光电智
能终端、新能源新材料、食品生物医药、
轻纺制鞋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 跻身国
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湖南省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 现代农业由小到大，烤
烟、油茶、九嶷山兔等优势产业走在省市

前列，“十百千万” 工程催生现代农业提
档升级，先后荣获全国粮食主产比照县、
优质油茶林基地示范县、 现代烟草农业
整县推进试点县、生猪调出大县。全域旅
游蓬勃兴起，成功跻身国家 4A 级景区、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先后 5 次成功举办
湖南省祭祀舜帝大典等国内外重大节会
活动，“锦绣潇湘·圣地九嶷”全域旅游品
牌实现了由“养在深闺”到“远近闻名”的
持续提升。 今天的宁远，经济繁荣、百业
俱兴，印证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宁远， 缺水缺电、
交通闭塞、基础落后，“吃水靠挑、出行靠
走、运输靠驮、通讯靠吼”是过去的真实写
照。经过 70 年的持续奋斗，宁远的城乡面
貌发生了深刻而有品质的变化。城市颜值
和气质实现了“双提升”，一座活力四射、
整洁美丽、宜居宜业宜游的区域性中心城
市正在崛起。 全县城镇化率达到 45.7%，
是 1949 年的 22 倍。 撤舜陵镇设 4 个街

道、 南部生态文化新城、

西部工业新城、“六纵六横三环”城区路网
让县城迅速长高长大，变靓变美。

“智慧城市”“生态公园”“十城同创”引
领城市潮流，跻身全国卫生县城，省文明县
城、平安县城、历史文化名城。 乡村振兴引
领乡村巨变，打造了永连公路、九嶷大道百
里美丽乡村示范带， 昔日的穷山村变成了
一个个有美丽乡愁、文化脉络、风貌特色的
乡村旅游景点， 成为九嶷大地上一颗颗璀
璨明珠。 高速公路贯通南北、连接内外，干

线公路、农村公路互联互通，公路总里程达
到 3719公里，是 1951年的 120倍。“出省
跨境大通畅、县乡公路大循环、旅游景区大
连接”的综合交通网络基本形成，彻底打破
了时空格局， 明显提升了宁远在区域发展
中的战略地位。 村村通公路、 村村通自来
水、村村通广播电视、村村通网络已经由梦
想变成现实。 今天的宁远，城市靓丽、乡村
美丽、生活惬意，一幅宜居、宜业、宜游的生
态公园画卷徐徐展开！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宁远，封闭保守、
观念滞后， 习惯于关起门来搞建设。 在
70 年的昂扬奋进中，宁远坚持用好用足
用活改革开放关键一招， 大力实施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改革动力十足、创
新与日俱增、开放奔涌向前。改革创新方
面， 发出全省第一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形成了一批在省市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和成果，创造了一批“宁远模式”、
“宁远经验”，实现了从“跟着走”向“领着
跑”的大转变。 开放开发方面，坚持引资

与引智并举、破旧与立新并行、平台与服
务并重， 主动对接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主动
参与省市“五大开放行动”，打造一流营
商环境， 竞争力持续提升， 形成了对人
才、资本、技术、企业的“虹吸”效应，仅
2016 至 2018 年就引进“500 强”企业 10
家， 外贸进出口实现了从无到有倍增式
发展，2018 年突破 2 亿美元。 今天的宁
远，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朋友圈”越来越
广，发展活力越来越强！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宁远，人均资源相
对贫乏，老百姓的思想比较落后，加之自
然灾害侵袭，生态环境一度十分脆弱。 在
70 年的系统治理中， 宁远牢固树立和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实
施生态立县战略，统筹山水田林路系统治
理，深入实施全面禁伐限伐、荒山造林、石
漠化治理、水系治理、农村五治五化、生态
文明创建“六大工程”，深入开展蓝天、碧
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厚植生态底色。 环境
质量多年保持全优， 万元 GDP 能耗累计

下降 24.6%，森林覆盖率提升到 60.6%，城
市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0%以上，全县主要
河流水质、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超过国家
标准。

曾经的荒山秃岭、 如今林木葱茏，曾
经的黄土飞扬、如今洁净清新。 蓝天白云、
繁星闪烁，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在
宁远时时可见、处处可见，绿色已成为宁
远发展最亮丽的名片、最鲜明的特质。 先
后荣获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生
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县、主体功能区建设
试点示范县、中国天然氧吧、全国绿化模
范县。 今天的宁远，山清水秀、鸟语花香、
天朗地净，是一块令人向往的生态福地！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宁远， 物资供应
匮乏，人民群众吃不饱、穿不暖、住不好，
过着紧衣缩食的日子。 70 年的栉风沐雨，
宁远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奋斗目标，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坚定贯彻执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
本方略，实现了连战连胜、再战再捷，取得
决定性成效。 2017 年如期脱贫摘帽，2002
至 2018 年 17 年间，全县累计减少贫困人
口 99187 人， 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0.6%，
119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2015 至 2017 年，
连续三年进入全省脱贫攻坚先进行列。 仅
2017 年就投入扶贫资金 27.6 亿元， 相当
于“十二五”期间全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总和。 完成易地扶贫搬迁 4181 户
17493 人，排全市第三，“五就四结合”安置
模式、“四引四促”易地扶贫搬迁后扶模式
在全省推介，真正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
能致富。 顺应全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宁远着力打好增投入、保基本、补短
板、兜底线、建机制、促公平的民生“组合
拳”，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殷实、越过越红
火。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县城镇、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9.5%和
11.3%， 超过省市平均增速，2018 年分别
达到 26650 元、14458 元。 学有所教、病有
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持续
加强，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医疗服务
水平全面提升，社会保障全面覆盖，文化
生活全面丰富，社会治理全面发力。 如今
的宁远，人民幸福安康、安居乐业，积贫积
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70 年沧海桑田，70 年春华秋实，70
年九嶷巨变。 回望宁远 70 年来的巨大变
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 根本在于坚持政治统领高站位，宁
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科学创新理论，坚决
执行中央和省、 市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
深入实施“五大战略”“三业融合”“三区共
建”，一张蓝图干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一以贯之抓落实、一往无前攻难关；根本
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快发展，宁远坚决贯彻
新发展理念， 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
心，以解放思想统一思想，以创新体制机
制激活发展动能，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偶
然变成必然，推动发展态势为胜势、先行
成先进； 根本在于坚持民生至上不动摇，
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
民生为先、民生为重、民生为本，顺应民
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让人
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根本在于坚持
不忘初心勇担当， 始终突出全面从严治
党，讲政治、讲担当、讲实干、讲廉洁，撸起
袖子加油干、真抓实干不懈怠、凝心聚力
竞一流，全县干事创业更加有劲，创先争
优更加浓厚，发展动力更加充盈！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担当。 脱贫摘帽的历史篇章已由我
们这一代人书写，全面小康的美好画卷即
将由我们这一代人绘就，乡村振兴的时代
序幕也必将由我们这一代拉开。 宁远将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更加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奋力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努力为下一代人跑
出一个好成绩，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
的历史进程中彰显宁远担当、贡献宁远力
量、展现宁远作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献礼！

实现了从贫困落后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实现了从基础薄弱向“三宜公园”的历史性跨越

实现了从保守封闭向创新开放的历史性跨越

实现了从蛮荒蒙昧向生态文明的历史性跨越

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向人民幸福的历史性跨越

县城干净整洁

九嶷山下稻飘香

县城新貌

九嶷山舜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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