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在院前的藤椅上， 晒着阳光的邓小英眯着眼看着自家房顶的光伏发电
板。穷了大半辈子，她没想到阳光也能卖钱。

今年55岁的村民邓小英是株洲市炎陵县霞阳镇龙上村光伏扶贫的第一个
受益者，因腿脚不方便，一家五口基本上是靠天吃饭。

“2016年5月在村委会的帮助下，我在家建了一个3KW的光伏电站，再加上
黑山羊养殖工作，预计可实现年收入2万元。”生活变好了，邓小英脸上的笑容多
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土坯房一住几十年。现在好了，马上可住砖房。”

像邓小英一样脱贫的还有很多。作为株洲市第一个“吃螃蟹”的村集体扶贫经济
项目， 株洲市炎陵县霞阳镇龙上村一期50KW的地面电站已经于2016年6月6日并网
发电。二期增加建设的30KW电站将其全部收入用于贫困户脱贫，按发电的总收入对
38户贫困户进行分配。而光这一个项目，预计可为村里带来11万元增收。

见闻 靠“阳光收入”实现脱贫

产业结构 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
工业增加值翻了1885倍

从“一穷二白”到“经济强省”
GDP总量跃居全国第8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无数企业的努
力在共同推动。

“从去年6月产品上市到去年9月底，3�
个月已实现销售收入2000万元。”湖南泰和
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经
过配料、涂布、制片等13道工序后，一块完整
的超级笔记本电池就产生了，“你看现在工
人们都加班加点，忙着赶制订单。”

企业订单稳增、营业收入上涨，是湖南
经济蓬勃发展的真实写照。

70年来，湖南实现了从贫困落后到全面
小康的跨越， 经济规模不断扩大。GDP总量
在1993年突破千亿大关，2008年跨上万亿
台阶。到2018年达到3.64万亿元，跃居全国
第8位，是1978年的30.3倍，年均增长8.9%。

发展质效也明显改善。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利润总额从1998年3.18亿元增加到
2018年1726.95亿元，年均增长37%。

走进怀化九丰现代农博
园，棚内蔬果飘香，绿意盎然，
呈现一番四季如春的美景。

作为怀化现代农业发展的
样板项目，农博园于去年6月开
园以来， 到去年11月已累计接
待游客60万人次， 解决当地就
业200多人，实现旅游收入3000
多万元。

“园区智能观光温室占地
3.6万平方米，但仅有50余名工
人， 这都归结于公司对科技的
应用。”农博园生产经理冯树珍
介绍，“比如实施了滴灌水肥一
体化技术， 滴灌水的利用率可
达95%， 一般比地面浇灌省水
30%～50%。”

面朝黄土背朝天已经一去
不复返，70年来，湖南农业农村
发展早已焕然一新： 稻谷、生
猪、水产品产量稳居全国前列，
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48%。特
别是近年来，通过实施3个“百
千万”工程和“六大强农”行动，
全省优质农副产品基地加快建
设， 近三年全省休闲农业经营
收入年均增长20%。

作为“鱼米之乡”，湖南一
直就以农业大省自居，然而70
年以来，三湘大地的工业经济
也强势崛起。

世界最高时速的米轨动
车组 、 世界首辆超级电容
100%低地板有轨电车等一批
具有世界顶尖技术的高端产
品均出自湖南；湖南产的电力
机车在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
20%，位居世界第一；生产的中
小航空发动机用于直9、直10，
国产大飞机C919的起落架系
统、水陆两栖飞机AG600的发
动机和起落架系统也都产自
湖南。

从一贫如洗到百业俱兴的
“华丽转身”，70年来，湖南三次
产业结构由 1952年的 67.3:
12.3:20.4调整为2018年的8.5:
39.7:51.8。 特别是省十一次党
代会以来，先后启动实施“135”
工程、制造强省五年行动计划、
“产业项目建设年”等一批重大
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2018年
工业增加值达到1.19万亿元，
是1952年的188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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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大地以“惊人一跃”实现了经济实力、产业、体制、基础设施等6个方面的历史性跨越

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从不足100元到3.67万元

从“封闭堵塞”到“四通八达”
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日益健全

作为一名年少时外出参军， 工作后
扎根长沙的安乡人，常德到长沙这条路，
湖南日报社原办公室主任黄兴国从年少
走到了白头。

“40多年前，我在沈阳军区当兵，每年
只能回老家一次。 到了长沙后还得坐船才能
到安乡，单在船上都要呆整整14小时。”黄兴
国回忆，后来乘船回老家增加了汽车。他每
次回老家，都会一大早跑到汽车西站或者火
车站买票，然后乘坐6小时长途汽车回安乡。

1998年10月， 石长铁路开通运营，黄
兴国回老家的频率也提高了。“路上只要2
小时，关键是不用着急忙慌赶车了，上厕所
也不用非得跟司机打报告啦，还可以走动、
打扑克，挺舒服！”

从14小时到6小时再到2小时，黄兴国
可谓是湖南基础设施改善的见证人之一。

从1994年湖南第一条高速公路长永
公路建成通车，到2018年，湖南高速公路
里程达到6725公里，118个县市区实现30
分钟上下高速； 高铁运营里程更是达到
1729.6公里， 建成了全国第一条中低速
磁浮轨道线……

基础设施的日益健全改变了我们对距
离的概念，越来越多的人可体验“同城化”生
活，还能“任性”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在株洲炎陵县，78岁的周
奶奶正在吃着“水果沙拉”，她
笑称自己体重已经破百， 不得
不加入“减肥大军”。而在饥荒
严重时， 她曾经只能靠树皮与
野草果腹。

在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
来自大西洋的波士顿龙虾经
过18小时飞行后降临长沙。
这里每周海鲜进口量超500
吨，2018年新增注册企业近
200家，实现进出口额26.83亿
美元。

从“一穷二白”到“经济强
省”， 湖南跨越的是时空隧道，
映照的是人民生活的巨变。9
月2日，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湖
南省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一场， 湖南
省发改委发布新中国成立70
年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农
业生产效率低，饿肚子是常事。

“那时候， 农民生产什么、生
产多少， 都由政府计划决定。”衡
阳县关市镇马安村党支部书记刘
井社回忆，包产到户前，生产队要
送公粮。

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
期。

从“大锅饭”到“包产到户”，
湖南改革率先在农村取得突破，
“万元户”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劳
动、知识、技术、资本的活力竞相迸
发，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

70年来， 全省国有企业从计
划经济时代的“生产车间”，蜕变
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 资产总
额突破2万亿元。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是春。
三一集团、蓝思科技集团、步步
高集团、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在这一串串名词背后，是
一个个湖南民营企业家敢为人
先的“创富”故事。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非公经
济正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和增长点。2018年，全省非公经
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达到58.3%，比1978年提高54.2个
百分点。

今年7月24日7时， 贺杰从长
沙磁浮高铁站开出当天第一班磁
浮列车，载着200余名乘客，驶向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20分钟后，列
车稳稳地停靠在磁浮机场站。而这
也是中国首条投入商业运行的中
低速磁浮线路。

超级计算机、超级杂交稻、“海
牛号”深海钻机等一批世界先进科
技成果，自主创新长株潭现象享誉
全国。其中，超级杂交水稻平均亩
产世界第一，“天河一号”、“天河二
号”超级计算机曾经在全世界计算
速度最快……

科技创新赋予了城市发展的
活力。经过70年努力，湖南创新能
力水平实现了飞速发展。全社会研
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由
1996年的0.31%提高到2018年的
1.94%。2018年， 全省专利申请量
94503项，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3.2%。

从“赶上时代” 到“引领时
代”，湖南自主创新能力在不断提
升，对外开放的大门也越打越开。

2015年12月30日，长沙城陵
矶新港码头，38辆中东版丰田“霸
道”整齐停靠着，场面甚是壮观。
这是中部地区第一次平行进口汽
车整车， 开创了内陆水运口岸的
先例。

今年6月29日，第一届中国-
非洲经贸博览会落下帷幕。 博览
会共有53个非洲国家及10多个国
际组织和机构参会，成交200余亿
美元， 中非经贸博览会将永久落
户湖南长沙。

相通则共进，70年来，从引进
来到走出去， 改革开放为湖南和
世界铺就了共赢共生的发展之
路。2018年湖南进出口总额达到
465.30亿美元，1951年的5170倍，
年均增速13.5%，国际经贸“朋友
圈”拓展至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记者 卜岚

从“温饱不足”到“人民幸福”
市民有了空前的获得感

“那会孩子都吃不饱饭，1970年，我
就出来参加工作了，为了养家。”莫桂科
是望城铜官人， 开始他在工地上做苦
力，一个月30多块钱。后来，他成为坪塘
水泥厂的工人，从一个月19元的工资开
始拿起，直到21世纪才拿到400多元。

1981年， 单位给他分了一间38平
方米的房子。“筒子楼，公共厕所都不分
男女的。”莫桂科搬进新家时，餐桌都没
有一张， 夏天两件衣服穿了十几年，冬
天就一件毛衣。

2009年，莫桂科退休了，从刚开始
退休金200多元一月到现在3000多元，
他心里感触良多。按照他的话来说，“幸
福感就像退休金一样， 涨了10倍不
止”。

在这个故事背后，是普通市民越过越
甜的小日子，是生活无忧的满足感。

时间回溯到1949年， 那时全省城
镇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不足100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44元。到
2018年， 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达到36699元和14092元，居
民消费已由生存型向温饱型、追求质量
型和发展型转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也越来越强。

经济实力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经济面貌焕然一新

体制机制

创新开放
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朋友圈”扩至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基础设施 民生事业

■制图 高原

中部地区首个国家级新区———湖南湘江新区梅溪湖国际新城。记者 郭立亮 摄

2016年5月5日，长沙磁浮列车在线路上进行试运营前最后一天试运行。 记者 徐行 摄

捞刀河南岸风光带将被打造成长沙市重要的生态绿廊。 记者 田超 摄 稻谷飘香。8月29日，双峰县井字镇花桥村，农民驾驶收割机在收割一季稻。 李建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