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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创业二次创业””马蹄疾马蹄疾 帆满天阔帆满天阔““新沅江新沅江””

龚柏威 黄拥军

这是一段伟大的征程，扛着“二次创业”的大旗，沅江“三年三步走”：2019年走入正轨，2020年走出困境，2021年走上新的高度。征程

的前方是属于沅江的星辰大海：综合实力挤入全国百强，城市绿色现代充满滨湖特色，洞庭湖畔这片2177平方公里的大地，形成“湖城、湖

岛、湖洲、湖乡”的大格局。

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在“二次创业”的大旗下，76万沅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摆脱过去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发展模式，

充分挖掘自身资源、发挥自身优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以新的精神状态和战斗激情，推进新的发展，实现“产业强市、

生态名市、文化特色市”的腾飞！

这是属于沅江的“二次创业”，是沅江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决策部

署的具体体现；是沅江科学研究市情、形势后，在经济转型、生态重塑的关键节点，吹响的冲锋号。

仲冬季节，万物蛰伏。走入沅江，这片大地上却异样精彩缤纷：项目工地上一片火热，湖畔湿地静谧安详；现代农业

产业园里硕果累累，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上车流如织；党员干群摩拳擦掌，

企业家们步履匆匆，“二次创业”激情在彼此间震荡、传递……

湖南光线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王鹏说：“二次创业”带来无限商机，

公司已对企业重新战略定位，要在生态小龙虾领域，打造全方位科技型企

业，构建全国品牌。沅江市船舶制造产业园副主任周伟说：要抓住“沅江市

船舶制造小镇”获批“省级特色

工业小镇”的机遇，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实现绿色发展，并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以高质量发展

引领沅江“二次创业”。

抓住机遇强载体
树立新风优环境

创新引领强产业

不久前，在长沙工作的沅江籍
市民周啸回了趟老家，逛罢夜市，徜

徉于街道，穿行过清晨的集贸市场后，
他惊喜于“这座城市深处的变化!干净、整

洁、有条不紊……”
建设“宜居、宜业、宜读、宜视、宜游”五宜

城市是沅江“二次创业”的长远目标，围绕这个
目标，城区以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

市、文明交通城市、生态园林城市、智慧城市”为
抓手，推进城区基础设施、环保、民生类项目。

该市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城市路网，
推进城区交通文明示范路建设、生态保护工程，引
进三峡环保集团治理城区水环境；建成美丽庭院50
个，提质改造农贸市场 3 个，新建市民休闲娱乐广
场3个，新建社会停车场5处，三水厂改造竣工投入
使用，琼湖公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文化长
廊建设完成。

加大城市规范管理力度。与城区各商铺、企
业签订“门前三包”责任状 8000 余份，发放“致
全市人民的一封信”10万多份。清理“城市牛

皮癣”40000 余处。查处车窗抛物违法行为
550 起；运输车、工程车、渣土车、砂石车、

垃圾车实行密闭化运输。同时，建立路
长制、市直部门联社区、常态化交通文

明劝导等管理、维护机制，保持创
建工作常态长效。

加大行业行为管理力
度。制定、公示各行

业 窗 口 服 务

规范，以“学雷锋志愿服务站”为
载体，倡导规范服务、主动服务、文
明服务。组织开展“文明餐饮示范店”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等级公示牌”等行业
评比展示活动。共检查各类市场 15 家、门
店 275 家，现场收缴不合格及作弊电子秤 32
台，查处违法经营户28起，立案15起。

加大文明风尚涵养力度。全面完成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确定洞庭湖博物馆等
4个单位为该市第一批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基地，
深入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洞庭赤子 沅江楷
模”双百典型系列宣传，激发社会各界热爱沅江、建
设沅江的豪迈热情，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乡镇以创省卫生镇为抓手，打造“精”“美”城
镇，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美丽乡村。如南
大膳镇一度以脏、乱、差出名。该镇以创省卫生镇
为抓手，持续开展交通秩序、环境卫生和市场管理
三大专项整治行动，在益阳市第二轮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评比中，沅江市南大膳镇获评“十佳乡
镇”。

迄今，沅江“全国文明单位”2 个，“全国
文明村”2个，“湖南省文明标兵单位”2个，

“湖南省文明单位”5个，1个镇、1个村成
功创建“湖南省文明村镇”，国家税务
总局沅江市税务局办税服务中心
获评“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湖南省文明窗口单位”。

今年 9 月 29 日，全省第二次
重大项目集中开竣工活动益阳会

场，在沅江市工程机械智能制造配套
产业园举行开竣工仪式。今年沅江共

有 124个重点项目，总投资 370.3亿元，其
中，新开工项目 77 个，续建项目 31个，重大

前期项目16个。
沅江市工程机械智能制造产业园，规划

1.5平方公里，与胭脂湖智能制造工业特色小镇
毗邻。12月17日，笔者在现场看到，胭脂湖特色
小镇工地上，大型机械正在作业，工地上一片火
热。胭脂湖街道办事处负责人介绍，特色小镇规
划面积 2.3平方公里，建筑面积逾百万平方米，主
要为机械智能制造产业园的配套。

通过抓好龙头和产业链培育，全力打造特色
镇、特色村，沅江坚持创新引领、狠抓产业转型升
级，除上述智能制造产业园和特色小镇，同时围
绕“船舶制造小镇”建设，推动沅江城区北部形
成一个好港口、好航线、好园区、好片区；围绕
两湖新区开发，打造“湖上运动小镇”；围绕

禁捕退捕“稳得住、退得出、能小康”目标，
加快渔民新村建设；围绕文旅融合，谋

划推进小河咀画家村项目；围绕食品
产业，打造“辣椒小镇”。通过产业

项 目 延 伸 、升 级 ，成 倍 放 大
效应。

在乡镇，产业项
目 建 设 同 样

风起云涌。泗湖山镇今年在建
的重点工程项目达 10 多个，仅亿
元以上项目就有 4 个，资金总额近 23
亿元。黄茅洲镇打造民心田园综合体内
有 4 家经营主体，园区总面积达 4000 亩，
其概念性详规和建筑性详规分别由湖南师
范大学旅游学院徐飞雄教授和江苏省城镇与
乡村规划设计院专业团队编制。

农业农村以发展生态优质水稻、生态优质
水产、生态优质水果、生态优质水生蔬菜“四水农
业”为重点，按照“两区两线多园示范”产业布局，
全力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

今年，沅江完成粮食播种面积达123万亩，比
上年增加12.43万亩，“沅江大米”农产品地理标
志登记顺利通过国家农业农村部专家评审；沅江
水产养殖面积 19.8 万亩，其中沅江大头鱼生态
养殖面积 6.5 万亩，所有天然湖泊开展“人放天
养、保洁、护鱼”三位一体管理模式；发展生态
优质水果，以柑橘品种改良为主，全市 8000
亩柑橘完成品改；依托实验区丰富的湖洲资
源，以芦笋、芦菇为基础，发展生态优质水
生蔬菜，沅江芦笋是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湖南省十大农业品牌。“沅江芦
菇”已有芦菇生产基地（大棚）面积
近 300 亩 ，已 消 耗 芦 苇 8000
吨，安置农村劳动力 1000
人，预计今年人均收
益达3万元。

不久前，沅江市各政法单
位会同高新区和船舶园组织 27

名政法干警分4组深入66家企业，
进行法治宣传和“法治体检”，采用

“走出去”的形式，组织开展了以“作风
建设大提升、营商环境大优化”为主题的

联商联企走访活动。法治宣传小队通过进
厂实地观摩、与负责人座谈、发放宣传手册

等方式，问诊企业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提高
企业风险防范能力和依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作风建设大提升、营商环境大优化、
项目建设大促进”活动为抓手，不断营造大干
项目、大抓投入的浓厚氛围，深入推进“二次
创业”。沅江相继出台《“作风建设大提升、营
商环境大优化、产业项目大促进”活动实施
方案》及三个子方案，成立专项活动领导小
组及行动工作组。从政策落实、承诺兑现、
政务服务、规范收费、监管执法、诉求解

决、发展环境等7个重点方面入手，通过
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等23项具体举措，

靶向施策，精准发力，确保优化营商
环境各项措施落地落实。

这些措施在“二次创业”
的各条战线上持续深入

推进。沅江高新区
负 责 人 介

绍，该区以重点项目建设为
抓手，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改革为切入口，围绕项目落地及建
设全周期的相关事项，进一步改革创
新，实施高效审批，一次性告知、一站式
办理，保姆式服务，节约企业经营成本。
同时成立企业服务中心，推行企业项目帮
办代办服务机制，对项目落地、建设、运营过
程中涉及的审批类事项全流程无偿咨询、协
调服务。

营商环境的优化离不开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又会进一步提升
营商环境，党建上，沅江市强化市委统揽作
用，强化党组（党委、工委）统筹作用，强化党
支部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发挥党员干部先
锋模范作用。在干部选用上，则着力选用在
基层经受磨炼、成绩突出，特别是一线业绩
突出的干部。在干部保障上，沅江坚持

“讲规矩、树正气，讲担当、比业绩”的选
人用人导向，同时深入开展“以案促
改”，坚持统筹治理、严格治理、源头
治理、专项治理、科学治理、持续
治理不放松，进一步修复净
化政治生态。

建设中的污水二厂。

保民大桥。

2020年5月21日，沅江市委主要领导

调研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钟柱 摄

常态化交通文明劝导。 钟柱 摄

湿地“精灵”。 李剑志 摄

沅江全景图沅江全景图。。冷德祥冷德祥 摄摄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沅江市委宣传部提供）

现代水产“人放天养”“捕大放小”。

今年9月29日，全省第二次重大项目集

中开竣工活动益阳会场，在沅江市工程机械

智能制造配套产业园举行开竣工仪式。

新建的琼湖公园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主题文化长廊。钟柱 摄

打通“经脉”破瓶颈

12 月 10 日，沅江市黄茅
洲镇。

从民心村、红旗村等处果园基地
上采摘下脐橙、砂糖橘，装车之后，一路

飞奔，2 个小时左右即到长沙。“真是快
啊！叶子上的露水都还没干。”刘文辉笑

着说。
刘文辉是红旗村人，18岁离家创业，在长

沙、湘潭等地开了多个水果连锁超市。2年前，
刘文辉在家乡种下800亩沃柑和砂糖橘。他说
这几年家乡交通条件的飞速发展，给他回乡创
业增添了信心。

交通条件曾经一度制约着沅江的发展。沅
江，地处洞庭腹地，辖地 2177 平方公里，大小堤
垸 10个。这里平原与丘区相接，河港与湖泊相
连，大垸与小垸相隔，制约着沅江交通建设，交
通项目投资大、成本高，多年来无国道、无高
速、无铁路。

近年来，沅江市抓住国家大力发展交通
机遇，积极寻求投资平台，主动承接交通

网络辐射，争取项目建设投资数十亿元，
一大批交通建设项目落户沅江。党的

十八大后，沅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更是步入了高速发展期，累计投

入 48.89 亿元，完成了黄茅
洲大桥、省道 217 沅江

段建设，南益高
速 沅

江段、省道228沅江段、黄家河
大桥、漉乐线改造工程，S220沅江
市黄茅洲至八形汊公路相继建成
通车。

“二次创业”的冲锋号吹响，该市围绕
“产业强市、生态名市、文化特色市”发展目
标，突破交通瓶颈，围绕打通主动脉，加快推
进 G234赤山岛段改造，抓实竹莲互通连接线
改造工程、南益高速南嘴互通工程；围绕创建

“城乡客运一体化示范县”，全力推进茶草线和
沅江公交总站项目建设；围绕创建“四好农村
路”示范县，抓好重要县乡公路和50公里自然村
公路建设。至今年 12 月，沅江市共计拥有公路
通车总里程 2359.21 公里，正常作业的码头 20
座，泊位110个，最大靠泊能力1000吨。

如今，沅江综合交通格局基本形成，沅江
“鲜鱼”已游遍全国，北上广能吃到沅江有机蔬
菜、优质大米，沅江制造通江达海，畅销国内
外，越来越多像刘文辉一样的乡贤选择回乡
创业，沅江人民正切身感受着“路好地淌
金、路通财源滚”的喜悦。

沅江作为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
中心区域，正积极融入“益沅旅游城
市圈”、“长沙1小时经济圈”。沅
江这颗镶嵌在洞庭腹地的明
珠正生机蓬勃，焕发出
耀眼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