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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 10大新兴优势产业链，其产值占规模工业总产值 81.7%——
更新更高更先进

实施“东接东融”战略，全面对接长株潭一体化发展——
更近更快更融入

7 月 15 日，200 余名高铁建设者代表作为首批嘉

宾，开启常益长高铁益长段试乘之旅。15 时 50 分，高铁

一路向东。16 时 23 分，稳稳停在长沙站。“这么快就到

了？我还没韵到味呢。”赫山区高铁建设指挥部指挥长

胡顺章调侃道。

从 2008 年益阳市委、市政府提出“东接东进”，到

去年益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东接东融”

发展战略，益阳“向东”奔跑不断加快。

2016 年，石长铁路复线全线开通，货运能力大大

提升，旅客列车全面提速，坐火车从益阳到长沙节省近

半个小时。

2016 年，银城大道提质扩建通车，连接益阳与长

沙城际干道至关重要的一截打通。这条由西向东纵贯

城区的交通大动脉，体现了益阳人民发愤图强的愿

望——连通宁乡，对接长沙，实现融合。

2017 年，长益高速新益阳互通运营，一举把益阳、

长沙的距离拉近到 40 公里以内，让益阳开始真正迈入

长株潭半小时经济圈。

2020 年，G5517 长常北线高速长益段（长益高速扩

容工程）正式通车，成为益阳对接长沙又一重要通道，

长益高速“堵车”是常态、“不堵”是新闻的状况成为历

史。

2021 年，益阳至宁乡城际公交开通运营，两地实

现公交互通。

2022 年，常益长高铁益长段试运行，40 分钟内可

到长沙站……

大道向东紫气来！

“我区是益阳‘东接东融’桥头堡，区内三一中阳、

金博股份等一批明星企业是东接东融最早的受益者。”

益阳高新区管委会主任于小波介绍。

“我们将新材料产业园建到了益宁边界，园内 90%

的项目承接自长株潭。”益阳龙岭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副

书记周彪介绍。

益阳市工信局的一份报告上，清晰记录了益阳实施

“东接东融”战略的成果：至今年 6月底，全市已有 256家

规模工业企业与长株潭 698 家企业（单位）建立业务合

作关系，36 家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龙头企业与长株潭

174家企业建立业务合作关系。近两年，从长株潭引进项

目 91个，合同引资 237亿元，目前已落地 73个。

来自益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数据显示：近 10

年，益阳市中心城区往东南方向扩展了约 15平方公里。

至 2035 年，益阳“东接东融”区域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将

新增约 18平方公里，占中心城区新增规模 63%左右。

益阳向东，全面对接长株潭一体化发展战略和“强

省会”战略，打造长株潭城市群重要拓展区、中心辐射

区，未来可期！

6 月 22 日，随着最后一斗混凝土浇灌完成，益阳高

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研发服务中心 A 区 6 号楼顺利封

顶。这个产业园将借助数字经济发展优势，构筑集科技

研发、金融创投、智慧生产、论坛交流、技术博览、休闲

体验于一体的产业集群，打造生态、和谐、充满活力的

产业支撑平台、企业服务平台、人才引进平台。数字经

济，开辟益阳高质量发展新赛道。

益阳将先进制造业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重点来

抓，聚焦企业培育、狠抓产业集群，给予充足的“阳光”

“雨露”“养分”。

一批明星企业茁壮成长。

主板上市企业 7 家、数量居全省第四，华翔翔能、

鼎一致远、华慧新能源等 20 家企业被认定为湖南省上

市后备企业；

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 2 个，居全省第三；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9家，居全省第四；

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4家、国家级绿色工厂3家。

一批优势产业集聚发展。

电容器产业成长为全国最大铝电解电容器生产制

造基地，占据全球铝电解电容器市场份额 30%以上；

电子电路板产业约占全省线路板行业总产值 90%；

三一、中联、山河智能等工程机械产业龙头企业均

在益阳投资建项目；

碳基材料产业有规模企业 10 家，金博股份成为国

内碳碳复合材料第一股；

船舶制造产业占全省船舶产业总产值70%左右；

安化县连续 13 年位列中国茶业百强县前十强，成

为我省实现千亿湘茶战略目标的重要力量……

“十三五”以来，益阳市年均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

超 7%，年均新入规工业企业超 150 家，9 大工业园区为

全市贡献了 35%的地区生产总值和 40%的税收，益阳

高新区入选中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园区。崛起数字经济、

新材料、生态绿色食品等 10 大新兴优势产业链，去年

其产值占全市规模工业总产值 81.7%。

益阳龙岭产业开发区智能化数字工厂，工人利用组立设备生产铝电解电容器。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行 摄

国 家 现 代 农 业 示 范 区 、省 内 唯 一
现代农业改革试验市——

更强更绿更智慧

■我看这十年

刘鼎：

益阳向东，恋人更近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邢玲

“我与女友相恋 8 年，见证了益阳向东发展的历

程。”1996 年出生的安化小伙刘鼎，谈及益阳近些年

来的变化，对益阳“东接东融”感受深刻。

2014年，刘鼎在位于益阳市中心城区的湖南城市

学院就读，与远在江苏徐州上大学的女友相隔近 1000

公里。“那时去一趟徐州可谓千辛万苦。光是从益阳到长

沙就需要搭乘客车、公交、地铁等多种交通工具，去黄花

机场更要提前几个小时。”刘鼎说。随着银城大道全线拉

通、G5517长常北线高速长益段通车，去长沙的通道多

了、宽了，时间更快了，到黄花机场仅需1个多小时。

2019年，刘鼎考入益阳龙岭产业开发区管委会，被

分配到益阳“东接东融”桥头堡——新材料产业园工

作。此时，其女友已到中南大学读研。“我可以从离单位

不远的地方直接上高速，35分钟到长沙。”刘鼎说，2017

年 11月 2日，长益高速新益阳互通正式通车，这是益阳

“向东”的标志性工程，益阳至长沙的距离缩短至39.6公

里。“我经常下班后，去长沙河西大学城跟她一起吃晚

饭。”刘鼎说，交通的便利，让他和女友“天天见”的梦想

变为现实。随着去年 7月益宁城际公交投入运营，两人

相约到宁乡吃个晚饭、逛个街已是常事。“手机 APP 上

可以实时查看公交到站情况，方便得很。”刘鼎说。

今年，刘鼎竞聘到益阳龙岭产业开发区本部工

作，女友则在长沙市天心区工作，两人的距离远了不

少。“这时候，石长铁路‘城际快巴’派上了用场。”刘

鼎说，“城际快巴”车次几乎每个时段都有，购票、进

站相当智能，抵达长沙站后与多条地铁无缝对接。

“我下班后赶到长沙，正好吃上女友做的晚饭。”刘鼎

真切感受到，益阳与长沙的距离越来越近。

“常益长高铁益长段很快将投入运营，你和女友

相聚会更方便。”记者打趣道。

“她已经答应我，来益阳发展，以后我们天天在

一起哦。”刘鼎说，自己所在园区飞速发展，吸引越来

越多的人来这里干事创业，“我们办公室主任就是宁

乡人，她把家安在益阳。我也要和女友一起，建设更

加美丽的家乡。”

“她现在不是我女友了，是未婚妻！”刘鼎笑着告

诉记者，今年 9 月，他将和女友完婚。

在湖南，提及现代农业，绕不开益阳。

去年 8 月，省政府印发《益阳市现代农业综合改革

试点方案》，开启新一轮现代农业综合改革试点，力争

将益阳市建成全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改革试验先行

区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示范区，努力打造乡村振兴样

板。

此前，益阳作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省内唯一

现代农业改革试验市，创造了绿色农产品供给“益阳

特色”、农业产业化“益阳路径”、互联网+农业“益阳模

式”。

规模化经营、机械化作业，益阳现代农业产业强

起来。

盛夏时节，记者走进赫山区中亿现代农业基地，

“现代风”扑面而来：1000 余亩稻田一片金黄，7 台收割

机往来穿梭奏响丰收曲。收割机稻谷满仓后，自动化

管道将稻谷直接输送到路旁货车上，运到合作社烘

干。“这 1000 多亩稻子，可在 2 天内收割完。”湖南中亿

现代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俞聪说。

耕地流转率、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农村土地适

度规模经营水平，益阳均居全省首位。

绿色铺底、“一县一特”，益阳现代农业品牌亮起

来。

每个县（市、区）有特色产业，安化黑茶、南县稻虾

米、桃江笋竹、沅江芦笋、赫山大米、资阳休闲食品、大

通湖大闸蟹个个名头响亮，其中百亿级农业产业达 6

个，全市农业优势主导产业年综合产值突破千亿元。

安化黑茶成为湖南唯一进入全国首批 100 个中欧互认

互保名单的地理标志产品，南县稻虾米获巴拿马太平

洋万国博览会金奖，桃江竹笋获评全国农业十大领军

地理标志品牌。

益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按照“预防为主、保

护优先、风险管控”原则，完成了 324 个土壤监测点位

设置，基本实现县、市、区全覆盖，石煤矿污染、锑污染

等历史遗留问题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土壤环境状况

稳中向好。打赢资江、南洞庭湖、大通湖水环境综合治

理等硬仗，突出环境问题整改经验入选生态环境部督

察培训交流“十大先进案例”。农村居民环保意识增

强，美丽庭院建设“六个一”模式获农业农村部推介。

“云”上管理、网上“出圈”，益阳现代农业迈向智

慧型。

打造农业“云”平台，会种田变“慧”种田。推进智

慧农业“5G 产业链”核心示范基地建设，建成一批智慧

育秧工厂、现代智慧农机作业管理平台，实现农业生

产智能感知、智能预警、智能决策、智能分析、智能服

务。

建立“数字化全程智能追溯体系”，农产品“身份

证”、食用农产品合格证与质量追溯相结合，实现从生

产到流通全程智能监管。全市农产品综合检测合格率

在 98%以上。

打造便民服务平台，助推更多农产品成“网红”。

安化黑茶一年直播 500 多场、带货超亿元，桃江竹凉席

电商销售额位居淘宝、天猫、京东同类产品销售榜第

一。去年，全市农产品电商交易额突破 600 亿元。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邢玲

党的十八大以来，巨变在洞庭之滨、雪峰山下悄

然发生。一串串数字、一块块奖牌，折射出 400 万益阳

人民勠力奋斗的激情与荣耀——

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2000 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 20741 元，分别超全省、全国平均 2446 元和

1810 元；

38.8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97 个贫困村全部出

列，安化县提前 2 年高质量脱贫摘帽；

获评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优秀旅游

城市、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中国智慧城市示范城

市，跻身全省发展开放型经济真抓实干先进市、全省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先进市、全省粮食生产先进市……

益阳在大战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圆了千年小康

梦，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占据更重要位置。

■数看益阳

地区生产总值

2012年：1020.28亿元
2021年：2019.27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12年：43.87亿元
2021年：152.87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2年：353.77亿元
2021年：819.32亿元

2012年：19594元
2021年：35842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3年：10129元
2021年：20741元

益阳市民文化中心。 钟浩 摄

制图/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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