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自强是原湘潭市广播电视台高级编
辑， 他见证了湘潭市河西棚改的艰辛历程，
“几乎在一夜之间，湘潭河西棚户区改造曾一
度成为湘潭‘热词’，随着棚改的持续进行，优
化了房地产供给侧结构， 改变了城市居民的
生活状况，因为棚改，建设了湘江风光带，城
市面貌发生巨变，城市品质日益提升。 ”

近年来， 湘潭市共完成各类棚户区改造
10万多户，满足了人民群众“以小换大、以危
换安、以旧换新”的住房需求，实现从“忧居”
到“优居”的蝶变。 湘潭市连续六年被评为全
省住房保障工作先进单位， 住建部采取刊发
经验材料和邀请专题授课等方式在全国推广
“湘潭棚改经验”。

湘潭的做法是，变“独角戏”为“集体舞”，
该市建立健全了“市级主导、部门联动、分级
负责”的工作体系，全市凝聚共识合力攻坚，
形成了统筹“棚户区、旧住宅区、城中村、城乡
危房”综合改造的“大棚改”工作机制，棚改工
作合力日益增强。同时变“多张图”为“一张
表”，2015 年，湘潭市在全省率先推出“大并
联审批、全流程服务”工作机制，优化简政放
权“主板”、补齐放管结合“短板”、打造创新服
务“升级版”，实现了棚户区改造从行政审批
“多张图”到并联审批“一张表”的转变，项目
审批流程提速 50%以上，项目限期内办结率
达 100%。《大并联审批全流程服务湘潭“放、

管、服”工作法助推棚改进度》经验材料，入选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编的《全国棚改和公租
房经验交流专辑》（2016年第 7期）。

同时在棚改的点与面上做文章，变“点状
式”为“成片式”，该突出“改一片、清一片、建一
片、美一片”的理念，改变靠做项目推进的“插
花式棚改”为集中成片整体推进的“成片式棚
改”，重点推进市城区板塘、窑湾—白石、河西
滨江、昭山、火车站、三桥北、二桥北、河东滨
江、竹埠港等片区，统筹考虑旧城区提质改造
和中心城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做好“棚改可
持续发展”这篇文章，实现了城市颜值与气质
的双重提升。 窑湾 -白石片区成功打造成历
史文化街区，延续了历史文脉，留住了乡愁记
忆。 河西滨江片区用 5个月时间，完成征拆签
约 5000户、房屋面积 50万平方米，一改往日
低矮危旧房屋连片的脏乱形象，营造出绿树环
绕、景致如画的秀美风景。变“要我改”为“我要
改”，湘潭积极推行“两轮征询”制度，发挥群众
在棚改中的主体作用，实现棚改工作从“要我
改”到“我要改”的转变。 如湘钢大板房棚户区
改造项目 450户，加强政策宣传，实行阳光征
拆，使群众愿意改、欢迎改、主动改。

70 年来， 湘潭市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加
强民生保障，群众住房条件大幅改善，人均住
房面积大幅提升。数据为证：湘潭市城镇人均
住房面积由 1986 年的 9.11 平方米上升到

41.96 平方米，增长 3.6 倍，每户平均拥有一
套住房。

70 年来， 湘潭居民居住条件大为改善，
以往简陋的吊脚楼、平房、清水房、筒子楼逐
渐被规模化、专业化、园林化的物业管理小区
所替代；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近两年提质改
造老旧小区 136个，实现小区由“旧”到“新”、
由“乱”到“齐”、由“脏”到“净”的转变。

70 年来，湘潭住房保障应保尽保，该市
推动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与管理， 累计建设
经济适用住房 62.96 万平方米、0.73 万套；筹
集公共租赁住房 150 万平方米、2.94 万套；
发放公租房租赁补贴 1.18 万户、7052 万元；
实施农村危房改造 3.44 万户；完成各类棚户
区改造 10 万户，全市累计有 10 余万户家庭
的住房困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低收入住房
困难群体实现“应保尽保”，住房保障覆盖率
达 24%， 湘潭市连续六年荣获湖南省住房保
障工作先进单位。

70年来，湘潭市物业管理提质增效，行业
规模日益壮大，从 1996年全市第一家物业服
务企业诞生至今，全市已有物业服务企业 208
家，管理项目 575 个，管理面积 5000 万平方
米，从业人员 4.2 万人，有近百个项目荣获国
家、省、市各类荣誉，新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覆
盖率达 100%。 物业管理和服务从单纯的保
洁、守卫、维修向多元化的生活服务、社区服
务、经纪服务延伸，向智能化物业转型升级。

进入新时代，担当新使命，湘潭市住建局
全体党员干部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力
打造人文、智慧、绿色、品质、平安、廉洁“六个
住建”。 他们前进的脚步铿锵，他们的宣言嘹
亮：“大美建设者，最美住建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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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特别是改革

开放 40 年来，在中央、省委和市委的正

确领导下，湘潭市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秉

承“以人民为中心、美丽幸福”的城市建

设理念，按照“做强中心、拓展框架、完善

功能、促进宜居”的整体思路，先后实施

“东扩西改”、“北进中强”建设战略，城市

规模不断扩大，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城市

功能日趋完善，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精致

精美湘潭逐步显现，人民群众幸福感和

满意度大幅提升。

七 十 年 ， 构建一座通达之城
———空间支撑+交通支撑

“车如流水马如龙。 ”新中国成立前，
湘潭地区铁路、高速公路为零，干线公路
才几条，农村公路还是土路、砂石路，人
民群众出行基本靠走。1913年，中国第一
条标准的汽车公路—长潭军路动工修
建，路线起自长沙四十九标（即省经济建
设展览馆）， 终至湘潭市河西东岸盐码
头，全程 50.11 公里，成为连接湘潭和长
沙当时湖南两个最大城市之间的陆路交
通要道，弥补了水路交通的不足，在我国
公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标志着湖南公
路运输的开端。 此后，湘潭陆续步入“公
路时代”、“高速时代”和“城铁时代”，城
市的“主动脉”越来越多。

让城市接入“主动脉”，打造更大生
活圈，是湘潭住建人一直在努力的工作。
70年来，湘潭市大力拓展城市框架，使湘
潭城区内外联通更加顺畅， 通过不断优
化路网结构，打通关键节点，提升道路承
载能力，推行“道路畅通”工程，实现通江
达环，人民群众出行更加快捷、便利。 如
今湘潭市全面对接长沙、株洲。 推动长株
潭三市间路网的互通和对接， 初步构建
起“九纵九横”的城际道路格局，“九纵”
是南北向的 9 条干道： 九华大道、 银盖
路、响水大道、滨江路、芙蓉大道、芙蓉大
道二期、昭山大道、伏林大道、潭州大道；
“九横”是东西向的 9 条干道：武广客运
站湘潭连接线、铜板路、天易路、昭华路、
红易路、昭云大道、白合大道（晴岚路）、
白云路、G320 改线。 加快推动长株潭一
体化进程，2019 年开工建设芙蓉大道、
潭州大道“两干”快速化改造项目，进一
步打通长株潭半小时通勤圈、经济圈、打
造长株潭核心增长极， 仅用两个多月就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实现开工，创造
了“湘潭速度”。

尤其是近几年， 湘潭构建起了城市
环线，大幅拉伸了城市骨架，形成了完善
的城区主干路网：北二环已全面建成，五
大桥及东二环主车道全线拉通， 南二环

启动建设，西二环一期年底建成、二期建
设已启动，逐步形成新城区经济动脉，城
市框架更加丰满健壮。

步入“汽车时代”，堵车成为城市的
“通病”， 湘潭市通过打通断点， 疏通堵
点，有力畅通片区微循环。 1961年 10月
1 日，湘潭第一座过江公路桥梁———湘潭
一大桥建成通车，截至目前，湘江上已有
5座过江通道（不含铁路和高速公路桥），
并将新增 3 座桥梁， 昭华大桥即将建成
通车，杨梅洲大桥、下摄司大桥建设加快
推进，推动绕城环线逐步贯通。 拉通了韶
山路、双拥路、湘潭大道、湘江防洪带等
一批骨干道路，打通了月华北路、广云东
路、大湖南路、宝塔南路、书院东路等一
批“断头路”，疏通了三座大桥的河西桥
头、砂子岭等一批交通堵点节点，实现了
对内通达、对外通畅。

七 十 年 ， 打造一个宜居体系
———建设与治理并举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宜居城”，
湘潭人心中的“宜居城”是这样打造的。

70 年来，湘潭市住建局切实加快市
政公用设施建设，统筹推进海绵城市、地
下综合管廊、黑臭水体治理等各项工作，
逐步形成保障有力、 运转高效的公用设
施体系，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
品质。

1959 年， 湘潭市自来水公司成立，
老百姓开始告别肩扛手提、饮用井水、河
水的历史。 截至目前，该市城区建成投入
使用的自来水厂共计 4 家， 供水能力
43.5万吨 /天，管网里程 740.8公里。 市
城区已经建成投入使用的污水处理厂 5
家，污水处理能力 48.5万吨 /天，全部达
到国家一级 A标准，管网里程 1004.3 公
里，全市污水处理率为 96.2%。

同时湘潭市地下综合管廊和海绵城
市建设在不断完善。 2016 年，湘潭市成
功获批省级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市， 近三
年已开工地下管廊项目 17 个，完成建设

里程 19.918 公里，有力助推消除“马路
拉链”、“空中蜘蛛网”等现象。 启动实施
万楼和爱劳渠两个片区海绵城市示范建
设， 完成四大桥桥头公园、 火车站南广
场、湘江防洪带(万楼段)、万楼片区雨污
分流等十余个子项目建设， 进一步缓解
城市内涝，促进水资源循环利用。

3 年间，湘潭市完成市城区 24 条黑
臭水体的基础治理，实现消除黑臭、初见
成效的工作目标。 昔日臭味熏天、污水横
流的“牛奶渠”，变成了水清见底、两岸翠
绿的生态景观， 该市黑臭水体治理经验
获住建部、省政府宣传推介，今年 6 月该
市获评全国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获
得 4亿元专项奖补资金。

今年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经济日报
社共同发布的《2018 年中国城市竞争力
报告》显示，湘潭的经济发展竞争力、可
持续竞争力、宜居竞争力、宜商竞争力，
在全国 293 个城市中排名第 71 位，在我
省位居第 2位。

七 十 年 ， 涌动一支产业“湘军”
———产业支撑+人才支撑

湘潭市因势利导发展建筑业
和房地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为经济快速发展作出新贡献。 一
是建筑业加速转型发展。 产业集
聚基本实现， 全市共有各类建筑
业企业 506 家，从业人员 25 万余
人， 建筑业总产值由 1978 年的 3
亿元增至 2018 年的 449.2 亿元，
增长 148 倍，外拓产值达到 158.7
亿元，税收贡献 19.2亿元。特色优
势逐渐形成， 逐渐形成了电力工
程和防腐保温工程的特色优势产
业，打造了“电力湘军”的名片，走
出湖南、走向全国，进军海外。

金海钢构、湘潭远大住工、湘
潭中民筑友、 湖南恒运 4 家装配
式建筑产业基地实现升级扩能，
产能辐射周边城市，2019 年 4 月
4 日，湘潭市被评定为湖南省装配
式建筑示范城市。 工程品质大幅
提升，有 5 项工程获鲁班奖（国家

优质奖），38 项工程获芙蓉奖，建
成了行政中心、体育中心、武广高
铁湘潭北站、万楼景区、窑湾历史
文化街区等一大批标志性建筑。

随着上世纪 90年代后期城镇
住房商品化改革的推进，房地产业
逐渐成为先导性、基础性产业。 全
市有房地产开发企业 233 家，比
1998年的 45家增长 4 倍；完成房
地产开发投资 239.93 亿元 ，比
1998年的 7.37亿元增长 31倍；商
品住宅销售 476.02 万平方米，比
1998 年的 25.1 万平方米增长 18
倍。 湘潭房地产业完成了从弱到
强、从小到大、从混乱到有序、从零
星插花式建设到大规模高品质开
发、从单一模式到融合发展的历史
性跨越，带动了金融、建筑、建材、
家电、 物流等 50多个上下游行业
发展，2018 年度贡献税收达 34.37
亿元。

七 十 年 ， 圆了一个安居梦
———服务民生+人本关怀

31

一江两岸城市新貌。

护潭二级渠黑臭水治理。 罗 韬 摄

方 阳 摄

俯瞰湘潭城区 方 阳 摄

湘潭新貌 方 阳 摄

花园式施工现场。 方 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