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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宣部授予黄诗燕同志
“时代楷模”光荣称号。这是黄诗燕
同志被追授为“全国脱贫攻坚模范”

“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后，获得的
又一光荣。黄诗燕是原株洲市政协
副主席、炎陵县委书记，2011 年至
2019 年，他九年如一日，始终把脱
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以对党忠诚
的政治品格，永不懈怠的攻坚精神，
带领20余万老区人民向贫困宣战，
使炎陵县顺利脱贫摘帽。2019 年
11月29日，他在工作期间突发心脏
病，不幸殉职，年仅56岁。

作为一名在株洲成长起来又为
株洲脱贫事业献身的优秀干部，黄
诗燕同志的优秀事迹在全国产生了
强烈反响。

正是在许多像黄诗燕这样甘于
奉献的干部努力之下，早在 2017
年，株洲市的脱贫攻坚工作就取得
决定性胜利，炎陵县和茶陵县实现
脱贫摘帽，166 个贫困村退出，15.5
万贫困人口脱贫的任务，贫困发生
率由 15.7%下降到 0.3%。在《中国
城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监测报告
2018》发布的全国小康城市百强榜
上，株洲名列48位。

发展为了民生。伴随着脱贫攻
坚的全面胜利，株洲市的民生工作
也迈上新台阶。

这几年来，株洲市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中突出“为人民、利民生”
工作主旨，将财力物力向民生倾斜，
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
提升。

民生幸福，表现在老百姓收入
的明显提高上。在提前三年完成脱
贫攻坚任务之后，株洲一直在追求
产业更加兴旺、城乡就业更加充分
的新目标。几年来，全市每年新增
城镇就业5.5万人以上、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1.3万人以上。2013年至
2019 年，全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
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
增速相应为 8.6%、9%，分别达到
46553元、21680元。

民生幸福，表现在社会事业全
面进步上。从“上学难”到“上好
学”，全市新增义务教育学位10.8万
个，大班额基本消除，普惠性幼儿园
幼儿占比达80%；从“有保障”到“全
覆盖”，全市建立健全了覆盖城乡的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城乡统一的居
民医疗保险制度、最低工资标准制
度、社会救助体系，社会保障标准高
于省标准；从“看得了病”到“看得好
病”，全市建成市县乡村四级标准化
医疗体系，居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
常住人口寿命提高到78.88岁。

民生幸福，表现在一件件“以小
见大”的民生实事上。连续多年实
施“民生 100”工程，办成一批利民
生、暖民心的好事实事；新增公共停
车位 1.5 万个，从“一位难求”变成

“需有所供”；加装200多台电梯，惠
及4000多户家庭近2万市民，加装
电梯数量仅次于省会长沙；城区新
建、改造、向社会开放各 200 座公
厕，厕所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

民生幸福，表现在创建一个安
宁的社会环境上。目前，株洲先后
六次荣获全国综治工作优秀地市，
四次捧得“长安杯”。近年来，通过
继续加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力
度，株洲市又取得了“四无四降两上
升”的好成绩，即没有发生政治安全
事件、暴力恐怖事件、个人极端事
件、规模集访事件；刑事案件下降
30.9%、治安案件下降 51.8%、八类
严重刑事案件下降 47.1%、人民群
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整体脱贫，小康梦圆。发展动
能强劲，美好未来可期。目前，株洲
市又开启实现基本现代化的新征
程。

新的目标，新的动力。新的目
标，新的激情。在全面小康上已经
交出高质量答卷的株洲市，又在书
写一张更加鼓舞人心的新时代答
卷。

(周怀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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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刺小康，离不开强劲动力。素
有“动力之都”美称的株洲市，在冲刺
小康的关键时刻，找到了一把放大株
洲“动力”、加快发展步伐的金钥匙
——“株洲·中国动力谷”。

2013年上半年，株洲市在全国率
先提出打造“中国动力谷”的概念。
同年9月，《打造中国动力谷——株洲
高新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年行动
方案（2013—2022 年）》迅速出台。
其主要内容是依托电力机车、航空发
动机、汽车三大动力产业，力争用10
年时间，打造轨道交通、通用航空、新
能源汽车三大动力产业集群，将株洲
市建设成为在国内外具有竞争力和
影响力的中国动力之谷。

打造中国动力谷，株洲市拥有得
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为交通领域提
供动力的轨道交通、通用航空、新能
源汽车，均为该市的优势产业，其中
株洲轨道交通产品就出口全球70多
个国家和地区，电力机车全球市场占
有率 27%，位居全球第一；中小航空
发动机国内市场占有率90%以上，拥
有涵盖航空发动机研发制造、航空配
套产业等完整的产业链；由新能源轿
车（北汽）、客车（中车电动）、专用车
组成的整车产业，聚合着220余家汽
车生产企业。

可以说，以三大动力产业为核心
打造中国动力谷，准确抓住了株洲工
业的主要特点。目标一提出，便在市
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得到一致认同。
动力谷概念提出当年，便通过国家科
技部火炬中心的论证评审，成为部省
共建项目。在湖南省发展战略中，中
国动力谷占有了重要一席。

2016年9月，在株洲市第十二次
党代会上，株洲市委作出决定，将建
设“一谷三区”作为全市今后五年的
总任务，其中的“一谷”就是加快建成
株洲·中国动力谷，“三区”就是建设

“一带一部”开放发展先行区、老工业
城市转型发展示范区、城乡统筹发展
幸福区。“一谷三区”汇集了株洲全市

人民的智慧，描绘了株洲发展新蓝
图，开启了株洲高质量发展的新征
程。

在谈到株洲·中国动力谷的发展
目标时，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表示，
株洲举全市之力，汇聚全球资源，以
产业链思维抓项目、兴产业、强实体，
坚持补短板和锻长板相结合，统筹强
链补链延链，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着力提升株
洲·中国动力谷在中国制造版图的影
响力。

以“一谷三区”为统领，株洲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步入加速度——

通过几年努力，株洲·中国动力
谷 10 大产业年均增长 16%，占全市
工业比重上升到75%。在此背景下，
株洲市“3+5+2”产业体系加快形成，
即以轨道交通、通用航空、新能源汽
车三大产业为引领，加速发展新能
源、新材料、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生
物医药特色新兴产业，改造提升陶
瓷、服饰两大传统优势产业。目前，
株洲市轨道交通产业早已迈入千亿
台阶，陶瓷产品出口份额占到世界的
15.3%，芦淞服饰产业成为中南地区
最大的服饰产业集群。

通过持续开展项目建设年，2014
年至2019年，全市年均投资805.7亿
元，年均投资增长 10.97%，三一、绿
地、长城电脑、华录数据湖、淮柴动
力、中建材发电玻璃等一批重大项目
相继落户株洲，国家先进轨道交通装
备创新中心等国省创新平台 129 家
在株洲建成。在此期间，株洲制造创
造出了 11 项世界第一、93 项全国第
一。目前，株洲市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投入比例高居全省第一。

中国动力谷犹如一个马力十足
的火车头，快速拉动着株洲经济不断
跨越。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在2019年
突破3000亿元大关，人均GDP突破
1万美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
均增长5.2%，是全省第二个超过200
亿元的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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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前夕，株洲市民等到了
两个期盼已久的好消息：位于石峰区
的响石广场改造工程全面完工，株洲
中环大道北环路主线达到通车条件。
前者是环线堵点，后者是环线缺口。

全长近33公里的株洲中环大道，
是株洲市唯一的一条环城大道，于
1999年正式动工修建，而响石广场是
该大道上一直没有立交化的堵点之
一。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因融资难题
和施工难度等原因，这条事关株洲城
市建设、城乡融合的城市大动脉，在
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超出想象。
响石广场建设整整用了 3 年，而中环
大道全部贯通更是整整用了21年。

但株洲人锲而不舍，历任领导一
任接着一任干，硬是坚持不懈，久久
为功，直至大功告成。如今，堵点消
除了，缺口补上了，残缺了21 年的城
市之环终于圆满对接。环线的开通，
为株洲市的城市建设划了一个阶段
性的圆满句号。巧合的是，就在今
年，株洲市的小康建设也将圆满收
官，这是一个更大的圆满句号。

大句号套着小句号，预示着株洲
的未来将更加美好。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株洲城市环
线彻底贯通之后，将完整串起城区，
大大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提升城市品
位形象、带动沿线区域发展。同时，
株洲南四县多了一条顺畅的进出城
区通道之后，区域要素流动必将加
快，城区各区跨区联动必将更加紧
密，进一步夯实了经营城市的基础。

一条城市道路的建设，见证了株
洲市推动城乡协调区域融合、拓展小
康社会发展空间的不懈努力。

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株洲
市的决策层始终认为，小康不止是城
市的小康，而是城乡一体的小康。推
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株洲市一直紧抓不
放的重点工作方向。

这些年来，株洲市在推动城乡携
手奔小康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清晰的
思路，始终采取有力的举措，因而成
效显著：

——城区突出拓城提质、腾笼换
鸟，走出了一条老工业城市绿色转型
之路。通过推进清水塘老工业区搬
迁改造、两型社会建设、“蓝天碧水净
土”行动，株洲城区面貌大为改善，城
市品质不断提升，城区形象日益提
升。目前，先后获得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全国水生态文明城
市、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城市、全
国首批5G试点城市，三次荣膺“国家
文明城市”，城镇化率由 30.12%提高
到67.91%。

——农村突出基础设施建设、人
居环境整治，展现出社会主义新农村
良好风貌。通过持续完善乡村基础
设施，路网通达率、自来水普及率、光
纤进行政村普及率、4G网络乡镇覆盖
率 达 到 100% 、81% 、98% 、95% ，
100%；通过大力实施农村环境污染
整治、村容村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提升、特色村镇培育、乡风文明创建

“五大工程”，不断补齐农业、农村发
展短板，着力推动乡村振兴。全市有
2个村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42个
村获评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以深入推进国家新型城镇
化综合试点为抓手，株洲市着力提升
新型城镇的综合承载力和辐射带动
力，促进城乡融合。继完成“一区一
县九镇”试点之后，又大力推广“多规
合一”试点经验，实现村镇规划全覆
盖和全市规划“一张蓝图”，大大增强
了县域经济的活力，县域经济贡献率
达到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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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区大城气象。 李 健 摄 市民在天元区响水百花园游玩。

茶陵乡村美景。 吴勇淮 摄

（资料图片）

奔向小康，犹如一场长跑；实现全面小
康，也是一场冲刺。

在这场必胜的奔跑中，株洲始终走在
全省前列——在全省市州中，该市全面小
康实现程度一直稳居第二。2017年，继长
沙之后，株洲成为全省通过全面小康测评
达标的第二个市州。同一年，全市所有县
（市、区）一起通过全面小康达标认定。

株洲先天条件并不优越。是长株潭三
市中唯一拥有全部三类县市区的市，其中
炎陵县和茶陵县曾戴着国家级贫困县的帽
子。面对现实，株洲立足市情，坚持以全面
小康社会建设为总揽，按照“分类指导、协
调推进”的工作思路，突出重点，主攻难点，
稳基础、补短板、促提升，使全面小康工作
始终在有序有效有力中推进。可贵的是，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测评达标之后，株洲
市委、市政府自我加压、自我提标，定下了
打牢基础、补齐短板、增强弱项、扬长优势、
高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几年
来，株洲全面小康建设蹄疾步稳、笃定前
行，在全省年度小康考评中，各县市区综合
表现一直亮丽出彩。

小康路上，株洲市综合实力迅速提
升。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由 2013 年的 1948
亿元提升到2019年的3003.13亿元，年均增
长 8.5%，成为全省第 5 个经济总量跨越
3000 亿元的市州，并连续 5 年入围中国百
强城市排行榜。

决战决胜，硕果在手。一个圆圆的句
号，圆上了一个美美的小康之梦。这是一
个历史性的时刻，这是一个使人无法平静
的时刻。此时此刻，回首“十三五”，在艰难
中一路走来的株洲干部群众，心中仍然充
满着激情……

陶瓷产业博览会 王界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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