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湖南这片热土地，

从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涌现了一批“心忧天下、敢为人

先”的老革命家和共产党人，遍布了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足迹。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调研时指出，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

大批共产党人在这片热土谱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

“芳草地”里“鱼米香”

新中国诞生后，湖南人民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投身到社

会主义建设浪潮之中。在 1949年至 1978年间，湖南相继提出

“发展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3年内基本实现农

业半机械化和部分实现机械化”“掀起农业生产高潮”等战略

任务，建成韶山、欧阳海等大型灌区水库；袁隆平成功研制杂

交水稻，让湖南逐渐成为全国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商品生

产的重要基地；“八百里洞庭美如画”“挑担茶叶上北京”“洞庭

鱼米香”“芙蓉国里尽朝晖”一时之间风靡全国、享誉世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湖南人民走向了千帆竞发的

改革开放时期，全省经济总量从147亿元跃升到2.2万亿元，人

均 GDP从不足 300元增加到 3.4万元。特别是省会城市长沙，

相继提出了“坚持把改革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强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小康长沙”“率先建

成两型城市和实现全面小康”等目标任务，全市生产总值由

1978年的 16.8亿元攀升至 2011年的 6399.9亿元，人均 GDP从

370元增加到9万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人民阔步迈向了逐梦前行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下，湖南描绘了更加宏伟的画卷，书写了更多精彩故

事。湖南全省经济总量跨过 4 万亿元台阶，人均 GDP 超 8731

美元。作为当代中国精准扶贫首倡地，湖南走出了一条精准、

特色、可持续发展的路子，累计实现 682 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义务教育

阶段贫困家庭适龄小孩“应学尽学、应资尽助”，公共医疗服务实

现“四个全覆盖”。

阔步奋力新时代，作为农业大省的湖南，走出了过去农产品

“多的不优、优的不多”的怪圈，走上了精细农业发展之路；打破了

传统的粮猪二元结构，形成了特色化、优质化、多元化的产业新格

局。全省经济作物占农业产值的比重由67.2%提高到72.3%，农

产品加工业总产值突破1.8万亿元，初步形成了粮食、畜禽、蔬菜

3个农业千亿元级产业。

“三个高地”抖风流

2020 年 9 月 ，习 近 平

总 书记考察湖南时，勉励

湖南要着力打造国家重要

先进制造业、具有核心竞

争力的科技创新、内陆

地区改革开放的高地，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

闯出新路子，在构建

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

作为，在推动中部地

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彰显新担当，奋力谱写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湖南新

篇章。

如今，“三高四新”已成为湖南省干部群众

奋进“十四五”、迈向新征程的共识，成为引领

全省上下团结奋斗的强劲号角。

华菱湘钢的空调房内，工程师远程操控

着炼钢区的卸车、吊运装槽、配合检修等作

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生产的深度

融合不仅让一度陷入严重亏损状态的湘钢

扭亏为盈，还使湘钢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54%。湘钢的蜕变是湖南工业崛起的一个缩

影。2016 年以来，湖南省完成落后产能退出任

务3251家；取缔“地条钢”企业24家，涉及粗钢产能

500万吨；有色行业规模企业从2014年905家减少到

2019年 579家；沿江造纸制浆企业全部关停；全省单位

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21%，提前超额完成国家下

达的18%目标任务。

“十三五”期间，湖南形成了装备制造、材料、消费品 3个

万亿元级产业和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 15 个千亿元级

产业，华菱集团、湖南中烟、三一集团成长为千亿元级企业。

从2017年开始，湖南重点培育了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

实行“一条产业链、一名省领导、一套工作机制”，全省上下形

成以产业链抓制造强省和实体经济的高度共识。工程机械、

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含北斗）向世界级产业集群迈进。

随着“噼噼啪啪”的键盘敲击声响起，坐在湖南操作室里

的小帅哥，正在“挖”着内蒙古的矿……已连续举办4年的长沙

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会用无处不在的“黑科技”，吸引了聚焦

全球智能制造行业的目光。湖南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着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实施“智能制造工程”专

项行动，探索智能制造的“湖南模式”。

2020年，湖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032.66亿

元，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38个工业大类行业实现盈利。以

建设创新型省份为统揽，以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为

重点，湖南着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同年 9

月，湖南自贸试验区正式扬帆起航，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地

标”和“试验田”。

湖南省委书记许达哲表示，从发展基础看，“十三五”时期

湖南发展取得全方位历史性成就，为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建

设现代化新湖南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发展机遇看，实施“三高

四新”战略、建设现代化新湖南面临一系列重大利好；从发展

动力看，“三高四新”战略的实施将进一步集聚和放大湖南比

较优势，催生更多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新动能；从发展前景

看，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建设现代化新湖南，是湖南未来发

展的出路所在、希望所在、潜力所在。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千秋伟业再启新程。”每一个高地的

背后、每一项使命的践行，都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高质量发

展的动力源，在打造“三个高地”、践行“四新使命”的征途上，

湖南人民斗志昂扬、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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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红色基因就开始在衡阳

工业发展的血脉中流淌。新中国第一套重力选

矿机、第一台环境噪声检测器……一系列的“衡

阳制造”让衡阳成为全国 26 个老工业基地城市

之一，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衡阳的工业总

值占湖南省的 28%，在湖南省工业领域一骑

绝尘。

今年一季度，衡阳市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

增长 12.8%，两年平均增长 5.8%；工业增加值增

长 13.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2.5%；实现内联引

资项目 305 个，实际到位资金 155.23 亿元，老工

业基地焕发出时代新活力。衡阳市工信局产业

链联席办主任周炜明表示，衡阳全市重点瞄准具

有特色和优势的生态绿色食品、汽车、生物医药

等 14条优势产业链，积极“搭框架、摸家底、挖典

型”，认真推进各项工作。今年一季度，产业投

资、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30.1％、47.9％；5000万

元以上新开工项目223个，居全省第二。

“电子信息产业链的建立，给衡阳电子信息

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衡阳电子信息

产业必将迎来爆炸式增长，成为推动衡阳现代

产业高质高效发展的金钥匙。”富士康科技集团

衡阳园区外联总监雷鹏深有感触地

说，产业链的建立还帮助该企业有

效缓解了招工难、物流成本高等

难题。

据了解，衡阳市对14条优势产

业链中的 531 家企业进行了认真

调研，高标准制定了产业链企业

资料台账，确定了2021年及未来

五年发展目标、突破方向和工作

举措，初步完成了产业链发展

规划编制。市委市政府通过

强化援企倍增支持，开展“援

企服务·助力倍增”专项行动

摸排各产业链问题需求 396

个，已解决222个。

目前，衡阳市正以链长

制为新起点，不断增强产业链

的韧性，提升产业链的水平，在

开放合作中形成更强创新力、

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推动

14 条产业链由“短”变“长”，

由“弱”变“强”。

5 月 8 日，长株潭城际铁路正式开启以“城

内地铁化、城外城际化”为标志的“公交化”运营

模式，长沙至暮云区间的平均发车间隔为

10.3 分钟，株洲至湘潭区间平均发车间

隔为 21 分钟，本线开行动车组最高

将达到 100.5 对。湖南城际铁路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谭学亮介绍，

2016 年 12 月 26 日，长株潭城

际铁路开通运营，长株潭三市

半小时通勤圈从多年前的设想

步入现实，让越来越多的人依

靠城铁将长株潭“三市奔”变成

“同城圈”。

从 1984 年正式提出建设长

株潭经济区方案，到 1997 年实施

长株潭一体化发展战略，2007 年

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全国资源节约

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再到 2020年发布《长株

潭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经过

三十多年的探索实践，三市已实现交

通同环、环境同治、项目同建等，长株潭

城市群经济一体化效应凸显，成为湖南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极。今年，长株潭

都市圈建设写入“十四五”规划，并给予新定位：

与武汉都市圈一起，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

湖南省委书记、长株潭一体化发展领导小

组组长许达哲表示：“长株潭三市要做到规划同

图、设施同网、三市同城、市场同治、产业同兴、

创业同为、开放同步、平台同体、生态同建、服务

同享；聚力实施‘三高四新’战略，打造高质量发

展核心增长极。”

4 月 10 日，在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第三届市

委书记联席会议上，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共同

制定了长株潭一体化 50 项“十同”工作任务。

“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产业一体化是核心和关

键。”长沙市发改委党委书记、主任夏文斌说，近

年来，长株潭在公共服务一体化、交通一体化等

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下一步要按照“十

同”要求，突出重点、加速聚焦，把产业协同、产

业振兴提升到更高层次。

“长株潭聚集了 9个国家级园区、19个省级

园区，产业竞争力十分明显。”夏文斌表示，三市

将成立长株潭产业协同发展联盟，力争到 2025

年，长株潭三市 10 条重点产业链总产值达到

2.97万亿元。

长株潭，产业和人口正在集聚，一个全新的

大都市圈时代正加速来临。

一言一行寄厚望，一步一履总关情。习近平

总书记在湘考察时做出打造“三个高地”、践行

“四新使命”的重要指示，是湖南在新发展阶段

的新坐标、新定位、新使命，更是推动湖南未来

发展的战略性指引。

“三高四新”战略为建设现代化新湖南赋予

了丰富内涵，指明了实践路径，注入了强劲动

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紧跟党中央的部署，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创造性开展工作，着

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加强保障和改善

民生工作，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让广大人民群

众有更多获得感。湖南推动了全省产业结构的

转型升级，在智能制造、科技创新、开放崛起上付

出了自己的努力，释放了自身蕴藏的发展潜力，

证明了自身所拥有的实力。

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湖南，该实现怎样的发

展？究竟如何实现发展？“三高四新”为湖南指明

了发展方向，并将湖南在全国大局中的角色定

位、使命担当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脚踏实地、

一以贯之是新时代湖湘精神的典型气质，湖南人

民一定会以“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定有我”的襟

怀与担当，通过脚踏实地的创新，激扬奋斗伟力，

闯出新路子，展现新作为，彰显新担当，谱写新

篇章。

优势产业“链”出创新后劲
本报记者 刘 麟 谢 瑶

三湘四水阔步迈向“三高四新”战略
本报记者 刘 麟 谢 瑶

集聚效应加速同城一体
本报记者 刘 麟 谢 瑶

图① 张家界武陵源景区

拍摄的峰林云海美景 （无人

机照片）。

吴勇兵摄（新华社发）

图② 特变电工衡阳变压

器有限公司云集5G工厂生产

场景。
谢 瑶摄

图③ 2021 年 3 月 30 日，

智轨列车驶入株洲市中心广

场站，株洲智能轨道交通系

统正式启动试运营。

辜鹏博摄

新作为 新担当 新篇章
刘 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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