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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一座千年古城。
这里，也是一座洋溢着澎湃活力的现代化

大都市。
这里， 融合了传统与现代、 低调与奢华

……
千年古邑、千年产业、千年文明！这里就是

拥有“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花炮之
都”之称的醴陵。

70 年峥嵘岁月，70 年砥砺奋进。 醴陵一
路走来，初心不改，历久弥坚，始终与伟大的时
代同频共振，与伟大的祖国同步前行。

70 年来， 淳朴的醴陵人民， 通过自强不
息，艰苦奋斗，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使醴陵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由一个农业大县
到现代工业强市的历史性转变，描绘出了一幅
五彩新画卷。

一组数据显示了醴陵 70 年来的辉煌与
巨变：GDP 增长了 1800 倍， 财政收入增长了
2400 余倍， 人均生产总值增长了 760 余倍，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 500 倍，2013 年，
醴陵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首次跻身全国百强，
居第 94 位。 之后实现连续进位，2018 年县域
经济综合发展列全国百强县（市）第 55 位，基
本竞争力位列全国第 73 位，位列中部百强县
（市）第 14 位。

在新中国成立 70 年里，在省委、省政府、
株洲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醴陵市委、市
政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
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奋力开拓前行，谱写了
醴陵改革发展的奋斗史诗。

“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说的
就是醴陵原产的釉下五彩瓷。 9 月 12 日，外
交部湖南全球推介活动现场， 一批精美醴瓷
的亮相，迅速引来中外嘉宾围观，“湖南气场”
瞬时升温。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陶瓷是醴陵的支柱
产业。 近年来，该产业的提质升级蹄疾步稳。
全市已由单一的日用瓷升级拓展到日用瓷、
电瓷、 工艺瓷、 工业陶瓷、 新型陶瓷五大类
5000多个品种。电瓷产量占全球的近三分之
一，日用瓷产量占全球的 11.7%。 日用陶瓷产
量由 1949 年的 1513 万件发展到 2018 年的
1222024 万件。 工业陶瓷从无到有，2018 年
产量达 119万吨。 先进陶瓷材料入选湖南省
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成功创建全国首
个出口电瓷质量安全示范区、 全国第二个出
口日用陶瓷质量安全示范区。

9 月 3 日， 醴陵第一所大学———湖南工
业大学醴陵陶瓷学院竣工开学， 筑起了醴陵
陶瓷产学研一体化的实用型人才培养高地，
为醴陵千年陶瓷产业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这里的师生将带着千年使命， 驶向更加光明
的未来。

“东风夜放花千树”。 醴陵的特点不止于
瓷，这里也是花炮祖师李畋的故里，而李畋是
改变世界的百位产业巨匠之一。

千年产业沉淀伟大的工匠精神。
经过 70 年的发展，醴陵抢抓机遇、大胆

革新，目前，醴陵烟花爆竹产业机械化应用率
已超过 70%， 爆竹生产涉药工序 100%实现
机械化。其中建成烟花自动化生产线 7条，爆
竹自动化生产线 1条。“机器换人”，让传统产
业实现了“老树发新枝”。如今，醴陵花炮产品
已达 4000 余种，2018 年实现量产 5712 万
箱，从业人员超过 10 万人，创造的财富超过
300余亿元。

作为长江中下游第一个亩产过吨粮的
县， 农业产业如何实现现代化？ 醴陵大胆创
新， 坚持走农业与工业、 服务业融合发展之
路，形成了“一乡一品、一片一特色”的产业格
局。 2018 年，全市有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 5家， 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1 家，合
作社、家庭农场 448家。703家农产品加工企
业实现总产值 58亿元、利润 2.75亿元，培育
了仙都酱鸭、指上美食、湘醴山茶油等 10 余
个特色品牌和省内著名商标。 成功引入农村
淘宝，2018 年销售额达 5079.5 万元，稳居全
省前十位。

会展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已成为经
济新增长点。 近年来， 醴陵在改造传统产
业、提升竞争力的同时，加快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先后成功举
办多届“陶瓷产业博览会”“烟花爆竹博览
会”。 9 月 28 日，2019 湖南（醴陵）国际陶瓷
产业博览会在醴陵举行， 吸引国内外 400
余家企业参展，其中，有 58 家企业是来自
美国、加拿大、英国等 21 个国家，开幕当天
还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 签约项目 38 个，
总金额达 128.6 亿元。

种种数据显示，瓷博会、烟博会等会展经
济已然成为醴陵经济新的增长点，据测算，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44.3%。

与此同时，醴陵还依托旗滨玻璃，引进一
批玻璃深加工及其配套项目， 打造东富玻璃
产业园；积极对接，主动融合，加快汽配园发
展；以船湾镇获评“中国职业服装名镇”为契
机，对接株洲千亿服饰产业集群，建设服饰工
业园； 醴陵正以多极支撑体系推动新型工业
化进程。

营商环境是基础，优良服务是根本。
今年 8 月 22 日， 醴陵市近 200 家次企

业、 单位和个人获得奖励或补助共计 892.6
万元。 据统计，醴陵市自实施产业突围“四个
十条”政策两年多来，共兑现奖补金达 1.4 亿
元，惠及企业 900余家次。

2017 年初，醴陵市出台产业突围“四个
十条”政策，通过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制定优
惠奖励措施，扶持产业发展。 今年，该市按照
“企业向园区集中，要素向产业集中，干部向
服务集中”的新思路，对“四个十条”政策进行
再次修订和完善，同时出台“玻璃十五条”和
《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真金白银帮扶企业，促进产业
高质量发展。

如今， 醴陵已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产业
之城！

潮平岸阔催人进，风正扬帆正当时。 2016
年 10 月，醴陵市全面打响“三创四化”创城之
战（即：争创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
国文明城市，为之推进城市绿化、亮化、美化和
数字化）。 今年 4 月， 醴陵成功获评湖南省
2018届文明城市称号。

扮靓一批民生工程。 截至今年 8 月份，提
质改造凤凰路、 醴泉路等 126 条大街小巷，以
及改造太一市场、阳三石市场、黄沙市场等 15
个农贸市场；新建 8000 余个停车位；新装、更
换 2 万余盏路灯；建成桎木嘴、车顿桥等 30 余
个共 4.5万平方米“口袋公园”。“瓷城古韵·一
江两岸”建成开放，渌江书院、李立三故居、耿
传公祠修缮一新， 城区畜禽养殖全部退出，城
区明显变净变美。 统筹推进中国陶瓷谷、渌江
新区两大片区建设， 城镇规划基本实现全覆
盖，城乡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近年来，醴陵市全力开展“城乡统筹·幸福
醴陵”创新社会治理系列行动，统筹推进网上
群众路线、“三社联动”、养老服务、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无物业管理小区业主自治、网格化服
务管理和书香醴陵七项工作。

探索“网上群众路线 +”模式。 今年 9 月，
醴陵市各个“网上群众路线”微信群和微信朋
友圈全都被《助力“99”公益日！ 这个 9月，让我
们一起爱》等关于腾讯“99公益日”的微信文章
刷屏。 这是醴陵市利用“网上群众路线”工作平
台，宣传和推介腾讯“99 公益日”慈善募捐活
动。活动短短 3天时间，参与捐赠活动达 40余
万人次，共筹集善款 1037.3万元。

目前，醴陵市共建立网上群众路线微信群
3982 个，入群人数 33 万余人，微信群到村率
达到 100%。 建立四级组织架构， 共选出盟主
339 人，群主 3982 人。 组建了 24 个网上群众
路线工作站工作团队共 94 人。 组织线上线下
活动 312 次， 处置微信群内不良信息 281 件，
为民办实事数量 2150余件，满意率达 98%。

吹响“厕所革命”号角。 今年 6 月，醴陵市
东富镇东富村以东富寺周边 67 户居民为试
点，大力推进“厕所革命”。 家庭生活污水通过
三级化粪池进行生物净化，“层层过滤”后再通
过 4 条大管道联通，“干干净净” 地流入东龙
江。 这不仅解决了长久以来的粪污困扰，还为
荷花提供了额外的“养料”。 当前，仅东富镇就

完成厕所改造 1020户，为全年任务的 100%。
为全面推动乡村旅游、 助力乡村振兴。

2017 年以来， 醴陵市共完成 3 万余座农村无
害化卫生厕所改造，预计到 2020 年底，农村卫
生厕所普及率将达 100%。

近年来，醴陵市着力深化“平安醴陵”“法
治醴陵”“无毒醴陵”“数字醴陵”建设，社会风
气持续好转。 先后获评全国社会治理创新示范
城市、全国城市基层党建示范县（市）等国家、
省（部）级荣誉 300 余项，成功创建湖南省文明
城市。

一座城，该有怎样的底色，才能映衬出色
彩斑斓的图景？

一座城，该有怎样的品格，才能让市民们
齐心协力、众志成城？

如今， 醴陵市给出了响亮的答案———“文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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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正定可登顶，行稳方能致远。 近年来，醴
陵交通建设步入快车道， 启动东城大道建设，
升级改造 G106 和 S333 醴陵段， 醴陵大道二
期、渌江大道、国瓷路、凤凰大道等 20 多条城
市主次干道相继建成通车， 城市交通内成网、
外成环。 为打造幸福、宜居的醴陵“加码”提速。

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市区距江南最大
的货运编组站株洲火车站 40 公里， 距长沙黄
花国际机场 40分钟车程。“三高”（沪昆高速、岳
汝高速、莲株高速）、“三铁”（沪昆高铁、沪昆铁
路、醴茶铁路）在此交织成网，106 国道、333 省
道纵横交错，沪昆高铁在醴设站，渌江 500 吨
级航道直达湘江，是唯一拥有海关、商检、铁路
口岸和危险品储运火车站的县（市）。

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2018年，醴陵城乡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3424 元，其中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为 39413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 26364元。全市居民存款余额 265亿
元，人均 27412元。 成功创建省级金融安全区，
长沙银行、中信银行和省农信担保公司等金融
机构先后落户醴陵。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24.8亿元。 人均住房面积达 64平方米。 居民
文教娱乐服务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达
18.3%。 醴陵还是全省最早用上天然气的城市，
城镇燃气普及率达 80%，年用气量保持在 2 亿
立方米左右，位列全省乃至华中地区县（市）区
第一。 通村道路硬化率、行政村客运班线通达
率、农村居民安全饮水率、广播电视综合覆盖
率全部达到 100%。

社会事业蓬勃发展。 近年来，醴陵市全面
建立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等社会
保障体系。 在社会保障方面，城乡医保参保率

达到 99.2%， 基本养老服务补贴覆盖率达
100%， 每千常住人口老年人口养老床位数达
35.3 张。 在教育发展方面，全市高中阶段毛入
学率达 100%，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10.4年。醴陵市获评首批全国中小学校责任督
学挂牌督导创新县（市）、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
与成人教育示范县（市）。 教育督导体制改革
“醴陵模式”在全国推介。 在医疗卫生方面，每
千常住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 5.9张， 每千常住
人口执业（助理）医生数 1.9人。“湘雅乡情·专
家醴陵行”常态化开展，医联体建设实现全覆
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走进千家万户。 在文化
方面， 人均拥有公共文化体育设施面积 4.2 平
方米，市图书馆、纪念馆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全
部免费开放，成功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获评“中华诗词之乡”。

经过 70年的发展，醴陵已成为看得到绿水
青山、 记得住初心乡愁的美丽醴陵———到 2018
年底， 醴陵城市建成区面积超过 30平方公里，
城镇化率超过 62%，森林覆盖率达 55.2%，城市
污水处理率达到 92%， 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达到 100%，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保持在
330天以上，成功创建省级卫生城市、省级园林
城市，瓷城大地处处好山好水好风光。

经过 70 年的发展， 醴陵已成为发展成果
惠及全民、基本设施覆盖全域的幸福醴陵———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70 年， 是醴陵经济社会大
发展的 70 年， 更是醴陵人民生活水平大提升
的 70 年。 2018 年，醴陵比全国提前三年实现
整体脱贫、同步全面小康。 人民幸福感大幅提
升，位居中国幸福百县榜第 22位。

有志者事竟成，众行者必致远。
站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历史新起点

上，醴陵奋楫扬帆，全面打响产业突围战，开启
建设现代化醴陵的新征程， 加快建设富强、美
丽、幸福、文明新醴陵。

醴陵，已吹响新时代发展号角，正沿着高质
量发展道路疾行，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株洲发展成就巡礼·醴陵篇

五彩醴陵展芳华

多元发展 建设高质量强醴陵 “三创四化” 打造文明新醴陵

幸福“加码” 宜居宜业福醴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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