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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发展成就巡礼·荷塘篇

打开幸福“东大门”李永亮 唐 波 秦 蓁

红旗路穿城而过， 在城市边缘
与醴易高速握手交接， 一路向南是
醴攸茶炎四县和绵延不绝的罗霄山
脉。 而由此往东则可取道浏阳，直达
省城。

这一通衢之地便是株洲市荷塘
区，动力之都“东大门”。

史料记载， 荷塘自古便是湘东
要地， 新中国成立前， 老街麻石铺
路，店铺林立，商贾云集。 遗憾的是，
在战火中毁于一旦。

历经沧桑见繁华。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荷塘经济

社会凯歌高唱。 2018 年，该区地区
生 产 总 值 达 到 219.4 亿 元 ， 是
1997 年的 47 倍；财政总收入迈上
10 亿元台阶 ， 是 2010 年的 2.2
倍 ； 产业结构比由 2010 年 1.9:
63.9:34.2 优 化 为 2018 年 的
1.7：37.0：61.3， 逐步形成了二、
三产业共同支撑的发展新格局，荣
获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区。

70 年跨越发展，荷塘崛起幸福
城。 在荷塘区历届领导班子的接
力引领下， 在 30 万荷塘人的
齐心努力下 ， 一个实力渐
强、民生优先、生态宜居
的新荷塘展现在人们眼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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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 兴 区 �兜底幸福

9月 26日，风和日丽。
株洲湘江畔， 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紧紧

握住了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的手。 当天，三
一集团与株洲市政府签约， 总投资 150 亿元
在株兴建智慧钢铁产业城、 石油智能装备与
区域研发中心（总部基地）、工程机械二手车
市场三大项目。

三大项目中， 选址荷塘区的三一智慧钢
铁产业城项目投资最大，达 100 亿元，将重点
打造成全省乃至中部最大的钢铁及产品交易
中心。

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在株洲市域内，荷
塘区的工业优势并不明显。

巨擘的选择往往出于对实力、能力、潜力
的综合考量。 作为世界工程机械制造领域的
龙头老大，三一集团在进行充分调研后认为，
荷塘区近年来在产业项目建设方面十分抢
眼，发展后劲强大。

事实确实如此，改革开放至今，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荷塘区以“愚公”之志持续推
动产业项目建设，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绩。

以今年上半年为例， 该区多项经济指标
达到或超过全市平均水平， 特别是规模工业
企业利润总额和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增速
均位列全市第一，分别增长 85%、26.8%。 重点
行业、重点企业产销两旺，新投产的两家装配
式建筑企业产值均过亿元；汉德车桥、湘江电
焊条、飞鹿新材等重点企业产值增幅超 14%。

行走在荷塘区的各个工业园区， 在轰鸣
的机器声中回望荷塘发展史，一颗“产业兴区
谋幸福”的赤子初心令人肃然起敬。

3 年前的 2016 年 9 月 21 日， 荷塘区第
五次党代会召开。 刚刚履新上任的荷塘区委
书记邬凌云在报告中铿锵有力地说：“要始终
坚持改革推动、项目带动、片区联动，着力聚
焦产业升级、城乡协调、民生改善三个重点，
着力打造实力荷塘、活力荷塘、宜居荷塘，努
力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 ”

以产业之基承民生之重。 这一理念迅疾
深入贯彻落实到荷塘区各级各部门， 并最终
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产业项目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一套荷塘模式的“强业” 组合拳有力打
出。

———“三大行动”力保项目进展。 2017 年
至今，荷塘区先后启动“愚公移山”“冲锋号”
“春雷”三大行动，推动产业项目手续办理、土
地拆迁等工作，有力保障项目进展。

———“绿色通道”优化营商环境。 建立重
大项目“绿色通道”，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
中的各类矛盾问题， 有力促进项目开工建设
和竣工投产；深入开展“优化环境、服务企业”
工作，大力开展建设环境专项整治行动，严厉
打击强买强卖、强揽工程、阻工闹事等不法行
为，项目建设环境持续改善。

———企业“四员”温暖企业有方。 努力当
好政策措施的“宣传员”、解决问题的“协调
员”、企业发展的“服务员”、企业名片的“推广
员”，提供从招商、立项到建成到发展壮大的
全流程系统服务，让企业留得住、发展好、能
壮大。 全面梳理国家、省、市、区近 3年出台的
各类惠企政策，分类别、分行业汇编成册，通
过微信公众号、“企业家交流群” 等渠道对企
业进行精准推送。 42位县（区）级领导带领对
口联系部门为全区 126家企业“把脉”，25 名
企业服务专员精准对接服务， 实行问题交办
销号制度，每周召开一次温暖企业调度会，限
期进行交办。

———特色“园中园”助推产业升级。 准确
把握国家产业布局和市场走向，聚集新型、优

势产业进入园区，做大做强产业链。
方向正确，措施有力，发展自然给力。
中天杭萧钢构负责人对产业项目建设的

“荷塘速度”十分惊讶。 该项目去年 9月开工，
今年 3 月即完成厂房主体建设、 设备采购安
装和生产人员储备等工作， 目前已进入生产
阶段。

夏普公司深切感受到了荷塘区对企业的
关心。 该公司搬进嘉德工业园以来，区政府补
贴 9 个月租金，并帮其对接银行金融产品，对
接中南大学等高校，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目前
该公司已成功研发出高性能金属陶瓷数控刀
片等产品， 打破了国外品牌在这一领域的垄
断，营业收入连年翻番。

好消息纷至沓来。
自 2017 年省第五工程有限公司、中天杭

萧钢构、株洲市政 PC 等装配式建筑基地相继
入驻建设、投产以来，荷塘区装配式建筑产业
形成从无到有、渐成优势的良好局面。 目前，
该区大力建设的新材料产业园，“医学健康产
业园”“电商产业园”等正按计划推进，有力助
推产业升级发展。

近两年来， 荷塘区引进产业项目 27 个，
总投资达 33.55亿。 金山电商产业园、嘉德工
业园、国投新材料示范园等入驻企业 137 家，
入驻率达 96%。

解 民 所 需 �做实幸福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

近年来， 荷塘区的领导班子敏锐地察觉
到，在区域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一些深层次
的问题也暴露出来，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显现，
直接影响到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幸福是群众的普遍追求与向往，也是经
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 ”从 2016年起，一场
声势浩大的“幸福”行动在荷塘区持续推进。

幸福是什么？ 幸福，就是群众最迫切之需
得到满足。

务实的荷塘人明白“家有三件事，先从紧
处来”。 该区结合实际，从百姓反映最多、最容
易解决的事入手，先易后难，分批分期推进。

以干部实心换群众真心。 从三社联
动到养老服务， 从公共卫生服务到无
物管小区业主自治、 网上群众路线，3
年多来，荷塘区“一颗红心”贯穿“五
大行动”。

三社联动，帮扶特殊群体。 按
照“政府主导、机构承接、项目运
作、整体联动”的理念，实现镇、街
道三社联动项目全域覆盖，特殊群
体、困难个体得到“立体帮扶”，逐步
形成公共事务共治、 公共难题共解、
公共成果同享的社会治理机制和邻里
守望、互帮互助、自我管理、共建和谐的

社会治理体系。
居家养老，覆盖 5万老人。建成区级养老

信息平台 1 个，区、镇（街道）、社区三级养老
场地 61 个，引进专业养老机构 11 个，一个立
足荷塘本土、 契合荷塘实际的多层次、 多模
式，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初见雏形。

流动巡诊，家门口看好病。 强化基层公共
卫生服务网络建设， 组建全科医生团队每天
上街免费巡诊， 稳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和医
联体建设，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
公共卫生服务。 目前，巡诊团队在城区居民小
区、人口集聚地、物业管理处等地建立网格化
流动巡诊点 193 个， 小区覆盖率达到 100%。
今年 1 至 6 月全区基层医疗机构的门诊及住
院服务 8.8 万人次， 同比增长 2.7 万人次，增
幅为 45%。

业主自治，老小区展新颜。 目前，已分 3
批引导 51个小区实现自治，涉及 2.8 万人，今
年预计还有 19 个小区可以实现自治，全区无

物业管理小区自治率将达到 60%以上。
微信群组，群众路线上网。 以微信公众号

为平台，走出一条“互联网 + 群众工作”的新
路子， 搭建了创新社会治理新平台。 截至目
前， 荷塘区共建立直接联系群众的微信群组
2421 个，覆盖居（村）民 15.76 万人，约占全区
总人口的 52.7%。“在荷塘” 微信公众号连续
24个月在全省县区级政务微信排行中名列第
一。

民生工作事关人民福祉、事关执政之基，
既然选择出发，便只顾风雨兼程。

今年，“幸福荷塘” 行动推进到第 3 个年
头，荷塘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城乡帮困，力求
改变以往帮扶困难群众只是简单地送慰问
金、物资的方式。

这是一次尚无经验可借鉴的探索。 办好
了，群众点赞；没办好，定然一片嘘声。

面对一个个不同需求的群众， 望着一双双
无限期盼的眼睛，荷塘区不求形象、进度，坚持
从实际出发，慢工出细活，将情况摸得更准，方
案做得更细，措施落得更实。

经过反复调研、 论证， 历经 3 次“踩刹
车”，最终，4426个困难家庭情况被摸清，首批
2400 余户按“一户一策”“一人一策”精准帮
扶。

在城区， 推动实施 25 个“三社联动”和
“城乡帮困”项目，帮扶对象涵盖农村留守儿
童、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失独家庭、自闭
症儿童、精障患者、残疾人患者、因病致贫家
庭等群体，其中重点个案 950人。 组建骨干团
队 25个， 社会组织（志愿组织）33 个， 吸引
500 余人参与帮困，解决民生问题 300 余个，
实现微心愿 200 多人次，链接爱心企业、爱心
人士 200余家，共捐赠社会资金 300余万元。

在农村，实施 24 个符合农村实际的帮困
公益项目，组建 24个帮困团队，290余名热心
村民成为帮困志愿者， 为 300 余人开展帮扶
工作。

春去秋来，幸福硕果满枝。
今年 4 月，宋家桥街道办摸排到，月桂社

区的易建明患肝硬化久医不愈， 家里因病致
贫，妻子又没有工作，小孩连上学都成问题。
随即，街道办为其“私人订制”帮扶，连着解决
了 3 件大事：募集 3.6 万元善款、帮他妻子找
到工作、解决了孩子的入学问题。

因家庭突遭变故， 茨菇塘街道办红旗村
社区的小鑫随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 日子过
得艰难。通过街道办、志愿者的努力，4个月不
到，小鑫学习进步了，人也开朗了，家里又有
了欢声笑语。

……
当困难群众愁眉舒展， 当弱势群体坚强

起来，当无力者有力，当悲观者前行，幸福的
“东大门”訇然而开。

生 态 宜 居 �享受幸福

2019年 4月 26日，一场主题为“谋变·荷
塘宜居进化论” 的高峰论坛在株洲市广播电

视台演播厅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
欢聚聚一堂，以专业角度分析认为，荷塘区生
态优势日渐明显，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将在新
一轮发展高潮中赢得先机。

生态、宜居的荷塘，正散发无穷魅力，吸
引人们的目光。

荷塘区生态资源“底子厚实”。 境内有仙
庾岭省级风景名胜区和 4 大城市公园， 农村
风景优美，城市干净整洁，绿化率达 54%，全
年空气质量良好天数达 336 天以上， 是株洲
空气最好、绿化率最高的城区。

在此基础上，近年来，荷塘区大力提升城市
绿化和道路绿化品质，开展了“城市绿化提质”
工作。今年以来，加快推进了荷塘大道、玉龙路、
金桥路、东环线等路段的绿化提质改造，除对枯
死老化苗木进行更换外， 还新栽树木 500 余
棵、花草 31万株。 与此同时，有效推进明照湖、
新苗等公园的建设，提档升级城市形象。

在城市绿化的同时， 荷塘区深入推进污
染防治。 该区充分发挥区污染防治攻坚战指
挥部作用， 统筹部门镇办力量， 理顺攻坚机
制，构建起环保工作大格局。 打响“蓝天保卫
战”，启动 13个重点减排项目。 切实落实河长
制，先后启动建宁港上游水系黑臭水体整治、
部分城区水系雨污分流工程， 有序推进河道
综合治理。 深入开展“散乱污”企业、畜禽养殖
等专项整治行动， 一批群众关心的生态环境
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除此之外， 荷塘区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社
会大局和谐稳定。今年，该区顺利实施 26个市
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新建 21座“建宁驿站”，
提质改造 21座旧厕。 完成荷塘小学新建教学
楼等 3 个项目，增加学位 1300 余个，有效化
解大班额难题。 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等
17 项“民生 100” 工程指标提前完成全年任
务。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成功铲除一批黑恶
势力， 打掉犯罪团伙 3 个， 破获涉恶案件 34
起。实现食品药品安全“零事故”。深化“平安荷
塘”建设，全区刑事发案率同比大幅下降。

70年沧桑巨变， 昔日的荷塘铺老街已经
消失在历史的尘埃当中，取而代之的是，鳞次
栉比的高楼，四通八达的交通，购销两旺的商
场，安居乐业的居民。 生态宜居而充满活力的
荷塘让人流连忘返。

在荷塘区广袤的乡村， 又是另一番喜人
景象。

目前，在风景秀丽的仙庾岭，以仙庾镇县道
至仙庾岭为轴，串联起千亩荷塘、孝文化主题景
区、耕食文化、仙庾岭“四景”，仙庾岭全域旅游
品牌渐响，吸引长沙、湘潭、江西等地的游客前
来观光旅游，村民守在家里也能挣钱。

荷塘区还深度挖掘荷塘农耕文化， 计划
投资 10 亿元，打造 8.16 平方公里的“中国仙
庾·耕食小镇”，建设以农业、文旅、教育、田
园、文创与论坛五大板块，带动仙庾镇其他村
落，打造全域文旅聚集区。

70年岁月沉淀，厚积薄发。
荷塘区坚持改革推动、项目带动、片区联

动，正推动中央商务区、水竹湖科教新区、太
阳商贸集聚区、金山新城产城示范区、荷塘月
色康养休闲区 5 大片区协同发展， 构建城乡
一体发展新业态、新形态和新生态。

70年精雕细琢，荷塘花开。
这是属于奋斗者的幸福， 这是 30 万荷

塘人的骄傲， 这是献给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的贺礼。（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荷塘区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