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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湘潭的报道之十三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以来湘乡发展掠影

●1949� 年 8 月 13 日，湘乡和平解放。
●1978 年 6 月 23 日，湘乡县委组织撰
写的《关于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努力减
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引发全国震
动，《人民日报》连发《湘乡经验一定要
落实》等三条社论，全国上下为农民减
负、农村承包到户的序幕由此揭开。
●1987 年 9 月 12 日， 湘乡市撤县建
市，从此开启了跨越发展的新征程。
●1988 年 5 月 20 日，中国共产党湘乡
市第一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湘
乡市委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
中共湘乡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989 年 4 月 10 日，国务院批准湘乡
市建立“商品粮食基地”。国家对湘乡投
资 475 万元， 用于粮食生产基础设施
建设。
●1993 年 6 月 6 日， 湘乡啤酒厂生产
的“骄杨干啤”在“国际酒文化名酒饮品
博览会”上荣获金奖。
●1995 年 4 月 24 日， 湘乡市撤区并
乡， 全市设 19 个乡镇、3 个街道办事
处。
●1997 年 8 月 6 日， 国家文化部授予
湘乡市“全国文化工作先进县（市）”称
号。
●2002 年 3 月 7 日，国家“十五”重点
科技攻关项目———水稻优质高效生产
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在湘乡启动。
●2006 年 7 月上旬，经国务院批准、国
家发改委核准，湘乡工业园升格为省级
经开区。
●2012 年 12 月 26 日， 湘乡火车站改
扩建工程通车营运。 改扩建后的湘乡
火车站有 4 站台 9 股道，站房达 1.2 万
平方米，无站台雨棚 4.4 万平方米。
●2014 年，获评省全面小康经济强县，
湖南省县域经济十强县。
●2014 年下半年， 湘乡市行政中心搬
迁至东山新城。
●2016 年 10 月 29 日， 湘乡汽车站新
站正式启用，始建于 1956 年的湘乡汽
车老站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2017 年 5 月 25 日，湘乡市成功创建
2016 届湖南省文明城市。
●2017 年 11 月 17 日， 湘乡市金石镇
文星村获评“全国文明村镇”。
●2018 年 6 月 16 日， 水府大桥通车，
全长 598.5 米，桥面宽 12.5 米。 该桥的
拉通，圆了水府库区群众 60 多年的夙
愿。
●2018 年 8 月 28 日，国家滑板队运动
员、湘乡妹子张鑫获得亚运会滑板项目
女子碗池决赛铜牌，实现我国该项目奖
牌“零”的突破。

■何兴安 左清娟 肖 晔

在湘乡 2000 多年的文明史

中，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辉煌历

程，是其中最为华丽动人的篇章。

1949 年 8 月 13 日， 湘乡和

平解放，楚南重镇获得新生；1978
年，改革春潮涌动湘乡，涟水两岸

焕发新风采；1987 年 9 月 12 日，

湘乡撤县建市， 龙城大地驶向发

展快车道；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指引下，湘乡人民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 以更加豪迈的情怀,以
更加矫健的步履 , 阔步踏上新征

程。

回望七十年， 沧桑巨变看今

昔。

湘 乡 的 经 济 更 强 了 ：2018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448 亿元，

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435 倍 ;湘
乡的群众更富了：2018 年， 农村

居民人均纯收入 18100 元， 是新

中国成立之初的 360 倍； 湘乡的

城乡更美了：2018 年， 湘乡城区

建成区面积近 30 平方公里，是新

中国成立之初的 30 倍……

风雨七十载， 如椽巨笔写春

秋。

70 年来，在上级党委的领导

下，历届湘乡市（县）委带领公诚

勤俭、 敢为人先的百万湘乡人迎

难而上，开拓进取，奋力前行，从

温饱不足到迈向全面小康， 从封

闭落后到开放繁荣， 从粗放增长

到高质量发展， 为湘乡发展史增

添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 � � � 2019 年 9 月 9 日，湘乡市委常委会会议
成员来到红军优秀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
事家黄公略同志的故居，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革命传统学习教育。 湘乡市委书记彭
瑞林指出，要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推动主题教育
走深、走实，以苦干实干的奋斗姿态、抓铁有
痕的工作作风，为建设实力湘乡、打造幸福龙
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新中国成立 70 年
来，历届湘乡市（县）委领导班子牢记初心不
忘本、肩担使命走在前，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不
断解放思想、自我革命，用改革开路，趟出湘
乡发展新天地。

1988年，湘乡市委提出“对内点轴开发并
举，对外兵分两路推行”的内外双向型经济发

展战略，首次提出发展双向型经济的思路，经
济发展活力得到释放；

1992年， 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传到湘乡
后，该市立即确定了“解放思想，更换脑筋，真
抓实干，全力加快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步伐”
的工作思路，再次挖掘增产潜力，促进经济发
展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1996年，工商业体制改革闻风而动；
1997年， 中共湘乡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作

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推进农业产业
化， 进一步放开搞活企业和强化财政体制改
革，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决定，这一决
策为农业产业化和民营企业发展营造了良好
的氛围……

“改革不走在前面，发展一定会落在后
面。 ”湘乡市委书记彭瑞林的话掷地有声。进

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湘乡市
委、市政府高举开放包容、变革创新的改革
旗帜，破除体制机制的壁垒，突破利益固化
的藩篱，在以往想改改不动的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推出了多项改革方案， 多点突破，次
第开花。

“省级新型城镇化试点县”“省产城融合
试点县”“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试点”
“高标准农田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等等，湘乡
一方面主动出击争取各项改革举措落地，先
行先试；一方面在经济、社会、民生等各领域
大刀阔斧改革，激发活力，不动产登记改革、
公益诉讼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财税体
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公车改革等多项改革走在湖南乃至全国
前列。

� � � �正因为改革走在了前面，过去 70 年来湘
乡经济社会发展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经济发展提档升级， 从一穷二白到全省
经济强县。 1949 年， 湘乡的工业总产值仅
450万元，没有一家像样的工业企业。 上世纪
50 年代末，湖铁、湘铝、韶峰等省属国有企业
落户湘乡，现代工业经济强势起步。

只有壮大工业经济才能加速湘乡的发
展，只有工业经济才能改写湘乡发展史！湘乡
历届决策层“咬住青山不放松”，“接力棒”一
届届传递，工业实力一年年增强。 2005年，湘
乡经开区启动建设， 眼下， 正朝着千亿级园
区、国家级经开区的目标迈进。

近年来，湘乡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实施
工业强市发展战略，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促
进工业总量扩张、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2018
年，湘乡获评湖南省经济强县，规模工业企业
达 237 家， 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 950.51 亿
元，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2万倍。

农业经济跨越发展， 从牛耕人种到农业
园区化、园区景区化和农旅一体化。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龙城大地广阔的乡
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小农经济到新
型农村经营主体成为主流， 从依靠人力到全
程机械化，农业领域发生的变革，给湘乡广大
农民带来了福音， 给当地农业经济腾飞插上
了翅膀。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科技的进
步，在农业领域发挥的作用愈发凸显。 如今，
湘乡已形成了犁田不用牛、移栽不弯腰、收割
不用镰等科学种田模式。 在机械化逐步普及

的今天， 湘乡农民已从分户种植发展为适度
规模种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出现。

近年来，湘乡市向绿色要动能，加快推进
传统农业转型升级， 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品
牌竞争力。 2018 年，湘乡市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 83.3 亿元， 农业发展方向从增产转向提
质，全力打造以“精品农业、优质果蔬、体验观
光农业”为特色的“东郊乡、泉塘镇、白田镇”
现代农业示范园。目前，全市共有农民合作社
1011 家、家庭农场 457 个、湘潭市级以上龙
头企业 35家。

交通建设突飞猛进， 从羊肠小路到纵横
交错的现代化交通路网。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湘乡历届党委、政府
和干部群众，凭借持之以恒的决心和持续不断
的努力，乘着国家发展的浩荡东风，硬是在山
水迷人的龙城大地“走”出了条条康庄大道。

“苦干三年，基本建好城乡主干道。”2013
年， 湘乡市新一届政府向全市人民的承诺掷
地有声。 党委、政府的决心，激发了广大干部
职工的干劲， 湘乡的交通建设由此拉开了史
无前例的序幕。 三年建好城乡主干道的承诺
兑现后，2017 年 2 月，湘乡市委、市政府再次
狠下决心：再苦干三年，建好城际快车道。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没有一寸水泥路到如
今公路通车里程接近 7000公里，高速公路与
干线公路相连、干线公路与县乡道对接、县乡
道又与农村公路交织， 实现了乡乡通、 村村
通、组组通和户户通。 前不久，湘乡市被评为
2018年度“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从“三街九巷十八
弄”到省级文明城市。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湘乡始终坚持以城
乡统筹为抓手，一任接着一任干，在涟水两岸
挥毫泼墨，绘就山水洲城相融的现代都市“大
写意”的同时，在东台山下精雕细琢，绘制了
宜居宜业人民幸福的“工笔画”，一幅山、水、
洲、城完美融合的现代都市全景图扑面而来。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发工贸新区，到
进入新世纪建设东山新城，从过去的“三街九
巷十八弄”到如今的“一河两岸四桥”，城市框
架全面打开，建成区面积由 1949 年的 1 平方
公里发展到现在的近 30平方公里。

近年来， 湘乡市一边全力推进东山新城
建设，一边加快老城改造，实施精细化管理，
成功创建省级文明城市、省级卫生城市、省级
园林城市， 正全面开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新
征程。

百姓幸福感显著提升， 从贫穷落后到全
省为民办实事优秀单位。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让湘乡人
的幸福指数越来越高，传递着党委、政府爱民
的巨大诚意。让发展更有温度，让幸福更有质
感。 2016 年 9 月，湘乡市第七届一次党代会
确立了建设实力湘乡、 打造幸福龙城的发展
定位。 让人民幸福是一个地方发展的根本目
标，湘乡市委、市政府战略定位高瞻远瞩、温
暖民心。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实施重点民
生实事项目的 16 年来，湘乡市每年把大部分
公共财政资金投入民生领域， 解决老百姓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件件呼应
群众关切，事事改变群众生活。

厚重的民生账单，换来了可喜的成绩：连

续两年获评湖南省为民办实事优秀单位，
2018 年首次同时获评全省社会安全综合治
理先进县市、安全生产优秀县市，贫困发生率
降至 0.4%。

壮丽 70 年，筑梦新时代。 在新的历史起
点，湘乡市委、市政府庄严承诺：“一定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贯彻落实新发
展理念，坚决打赢打好三大攻坚战，坚持生态
优先、质量第一、安全至上、创新为要，推动高
质量发展， 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
前的奋斗姿态， 全力建设一个富饶美丽幸福
的湘乡。 ”

用改革开路，趟出湘乡发展新天地

以实干为荣，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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