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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
漫步在娄星区万宝芙蓉学校，红色教学楼次第排开、室

内篮球场宽敞明亮、田径场绿草如茵。“家门口有了好学校，

小孩离家近方便照顾。”聂启桂说。

作为一所毗邻城区的乡镇公办学校，学校的建立，有力

解决城区学位不足问题，链接娄底一小和区域内两所村小，

打造“上联名校、下联村小”的教学网络共同体，推动名师优

课向农村延伸，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城乡共享。

走过非凡十年，娄底新建与扩容同步推进，增加城区学

位，巧妙化解大班额；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农村学校、薄

弱学校建设多方提质增效；加强农村师资队伍建设，推进城

乡教育均衡发展。

【跨越】
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劳有所得——带领人民

奔向幸福的方向。

孩子“好上学”“上好学”，完善教育教学条件。娄底通过

新建学校、扩容老校、推动教育均衡发展，启动消除化解大班

额专项行动，开展“全面改薄”工程。不断增强农村师资力

量，持续促进贫困地区师资队伍建设。

贫困人口“看得起病、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更好防病”。

娄底大力推进健康扶贫工程，健全基层医疗体系建设，全力

推进全科医生驻村全覆盖。全市平均每万居民拥有 5 名全

科医生，居全省市州第一。1825 个行政村已实现全科医生驻

村全覆盖。

中低收入家庭实现住有所居。娄底加强保障性住房建

设，实现城镇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应保尽保，并逐步辐

射所有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和新就业人员，入住“新家”

成为“新市民”。将公租房配租纳入助企纾困增效范畴，利用

企事业单位自有用地、产业园区配套用地、存量闲置房屋改

建、新供应国有用地新建等方式，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抽

调专业力量对历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情况进行清查，对项

目建设情况及分配情况等进行全面清理。

稳就业，就是稳人心、稳大局。娄底强化就业优先政策，

全力破解企业招工难、引才难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创业

难。加大农民工职业培训力度，开展实用性强的“订单式”培

训。制定“人才新政 36 条”，推动产业需求与人才需求“双向

对接”。

熊小平 周俊 李梅花 龚雅丽

十年高歌，响彻湘中；

十年奋进，潮涌江河；

十年丰收，幸福城乡。

园区的生产车间，“娄底制造”“娄底智造”不断刷新着纪录；美丽乡村的田野，农民喜获一年又一年的丰收；繁华城市的街角，志愿服务的文明之光照亮

一张张笑靥……娄底用 3600多个日夜的奋斗，谱写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华丽篇章。

过去的十年，是娄底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十年，是城乡面貌发生巨变的十年，是城市名片不断擦亮的十年，也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十年。

今天的娄底，阔步走在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2021年，娄底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8%左右，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 8%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7%左右，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5%左右，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1%以上。

娄底市委书记邹文辉说：“要厚植民本情怀，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为群众着想，善于做群众工作，真心替群众解难，不断提

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风正顺，帆正满，路正畅。娄底正以昂扬的斗志，“闯、创、干”的劲头，崛起湘中！

【变迁】
涟钢棒材改造项目（棒三线）生产

车间内，一块钢坯经过整个生产线机械

化加工，到另一头成品螺纹钢产出，整

个过程仅需几分钟。

这就是现在的“涟钢速度”。1958

年，涟钢在娄底建成投产。湖南的第一

炉铁水、第一支棒材、第一卷板材，都诞

生于此，以涟钢为代表的传统产业成为

娄底产业的立足之本。

淘汰落后产能，才能赢得发展新动

能。在寻求突围的路上，涟钢锚定薄板

深加工产业，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生

产方式提质提效为抓手，实现“优钢”向

“特钢”领域转型，一跃成为中南地区重

要的精品钢材生产基地。

立足“钢”基础，做足“钢”文章。

随着涟钢一系列具有世界竞争优

势的高端钢铁薄板产品投入市场，娄底

也吸引着优质企业集聚，铺展成一条巨

型“钢链”，带动钢铁新材、工程机械“两

大产业”集群发展。

一块钢材从涟钢“出发”，经华菱安

赛乐米塔尔、华安钢宝利等企业接力，

升级为高强度汽车板，抢滩国内外一线

汽车品牌市场；经菱峰实业等企业深加

工及预处理，供货三一路机、液压油缸

等机械制造产业；经中厚机械等企业延

伸，形成先进结构材料产业集群。通过

延链、补链、强链，娄底逐步告别“傻大

黑粗”的产业结构。

走过非凡十年，娄底“两大产业”从

零部件生产向整机输出，从粗放型生产

向高强钢、特种钢等市场进军，生产方

式从传统工艺向数字化、智能化升级，

产业布局从以钢铁新材、工程机械产业

为主导向多链条发展、多点面开花的材

料产业蝶变。

【跨越】
娄底曾以“千万吨煤”“千万吨钢”

“千万吨水泥”等闪亮名片傲立湖湘，迈

出了“钢铁工业新城”“湖南鲁尔区”的

传奇历程。

随 着 能 源 逐 步 枯 竭 、产 业 结 构 调

整，娄底围绕新发展理念，做大做强钢

铁主导产业的基础上，先手布局材料产

业，抢滩新经济高地。

娄底发挥钢铁新材和工程机械“两

大产业”的引擎作用，统筹推进先进陶

瓷、电子信息材料等 8 条工业新兴优势

产业链协同发展，构建先进基础材料、

关键战略材料、前沿新材料、重要原材

料“四轮驱动”产业发展模式，打造中部

地区“材料谷”。

从“钢铁侠”进军“材料谷”，娄底明

确“谷区”、找准“谷谱”、绘制“谷图”。

以涟钢、VAMA 为“链长”，重点发展汽

车板、硅钢等钢铁新材产品；以三一为

“龙头”，重点发展液压油缸、路面机械

等工程机械制造业，形成以钢铁新材、

工程机械“两大产业”为引擎的先进基

础材料产业发展格局。

同时，加大项目攻关和成果转化力

度，推动硅钢、先进电子陶瓷等关键战

略材料产业由大到强；搭建产业创新平

台、培育一批优质企业，做优电子信息

材料等前沿材料产业；以冷耐、格瑞斯

门业等为代表，推动耐火材料向高品质

高端化发展，壮大新型建材和环保材料

产业。

目前，娄底钢铁新材产业集群产值

突破千亿，已建成亚洲规模领先的高强

钢生产基地、国内最大的硅钢热轧基板

生产基地、湖南先进陶瓷材料产业集中

区——新化电子陶瓷产业园、全球重要

的玻璃窑用硅质耐火材料生产基地。

【变迁】
7 月 21 日，华安钢宝利二期项目新

型激光拼焊线和异形落料生产线上，工

人们正在赶制订单。该项目可将高强度

汽车用钢加工为成型的汽车板，实现高

强钢激光拼焊板高端产品国产化。这是

华安钢宝利一期项目投产后，于 2018 年

继续在娄底投资建设的项目。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说了算。当

年初，企业相关手续未办理，项目进展缓

慢。娄底为此组织了一个 30 多人的协

调组，指派专人全程跟进。原本需要 6

个月才能完成的审批工作，不到 3 周时

间完成，职能部门还帮助企业按政策免

除了进口设备关税。“我们在娄底获得了

很大支持！”二期项目的投产仪式上，钢

宝利公司负责人竖起大拇指说，项目实

现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投产。

项目“引得来”又“留得住”，得益于

娄底在服务效率上与时间“赛跑”，在服

务质量上与沿海地区看齐，不断提升营

商环境“软实力”。

娄底大力推进“只跑一次”改革和

“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探索出一条

条“联合审批”“容缺审批”“一费制”“一

窗办理”等新路子，效果凸显。

走过非凡十年，娄底市场主体审批

从严审准入到宽进严管，企业开办可 4

小时办结、不动产登记由 5 个工作日办

结缩至 3 小时出证，各项指标事项的办

理环节、申报材料、费用大幅压减；服务

方式从等企业来找变干部主动上门服

务，对企业合理需求“有求必应”；办事渠

道从“线下跑”转向“网上办”。

【跨越】
今年，省委、省政府对市州绩效考核

作出调整，把娄底从二类地区调整进入

A 类地区。娄底向全市发出“争先创优

高质量发展”动员令。

高质量营商环境就是高质量发展。

娄底对标国家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等高对接北京、上海、广州等标杆城市最

新经验做法，努力把娄底建设成为营商

环境优秀城市。

锚定目标，娄底全力开展优化营商

环境攻坚行动，对政务服务平台、政策超

市、金融超市等“七大平台”建设，企业开

办、建筑许可、获得用电等“十三项指标”

攻坚，“三集中三到位”改革等开展专项

督导，对市场主体、群众反映强烈的诉求

和问题进行督办交办。

围绕打造便捷高效政务环境、构建

亲清政商关系，娄底开辟网上“营商环境

直通车”，实行专人负责，及时收集、审

核、交办来电诉求，对带有普遍性及市场

主体反映强烈的问题，直报市委书记、市

长；推进“三集中三到位”改革，做到政务

服务“进一扇门、办所有事”。截至 4 月

25 日，已有 44 家市直单位进驻市政务服

务 中 心 ，进 驻 事 项 686 项 ，进 驻 率 达

97.9%；授权办结事项 671 项，授权率达

97.8%。

娄底先后开通“政策超市”和“金融

超市”APP，企业可在线找政策、申报、办

理所需业务，还能足不出户“逛超市、选

产品”、快速获得线上融资。两个 APP 互

联互通，助力企业快捷、高效享受各项政

策红利，推动各项纾困惠企政策直达快

享。

此外，还大力开展万名干部联万企

“送政策、解难题、优服务”行动，做好资

金、用工、供应链、土地等要素保障，着力

解决企业“急难愁盼”。

【变迁】
走进娄底市水利公司家属楼小区，

一栋栋粉刷一新的楼房显得格外靓丽，

干净整洁的小区内，居民聚在凉亭内聊

着家常。

“1978 年就住进来了。改造前，小

区的配套设施老化，生活很不方便。”80

岁的李阿姨介绍。

娄底是一个从乡村小镇发展起来

的年轻化城市，几十年过去，老建筑、老

小区相继出现管网破旧、下水道堵漏、

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困扰群众多年。

2018 年，娄底启动老旧小区试点

改造项目，以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为牵

头单位，市城发集团及各县（市区）为项

目实施主体，相关街道办事处作为群众

工作主体，全力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

2020 年，水利公司家属楼小区被

纳入改造名单。“通过改造，水泥瓦换成

了树脂瓦，防水美观，小区内坑洼道路

变成沥青路，还新增绿化带、停车位。”

73 岁的小区居民晏阿姨看在眼里，喜

在心里。

走过非凡十年，文明成为娄底的一

张闪亮名片，不断涌现的“好人”，让城

市充满热血；2768 支志愿者队伍，覆盖

大街小巷，成为一抹红色风景；群众文

化活动不断丰富，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指

数。有事搭把手、邻里互助成为常态，

文明之花正绚丽绽放。

【跨越】
2020 年 11 月 20 日，娄底市以优异

成绩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娄底不断

涵养城市文明。2018 年，在获得两次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后，娄底发起新

一轮冲刺。提出“创文三年行动计划”，

分年分步、有力有序推进创建工作。

娄底成立创文工作领导小组，建立

完善市区领导包重点项目、包主次干

道、包社区帮扶的“三包”领导指挥机

制，市级领导挂帅出征，亲自调度；各级

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担当创建第一责任

人，广大党员干部充当创建工作主力

军。

随着文明创建深入推进，娄底瞄准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面完成老旧小

区改造，综合实施城市亮化工程、农贸

市场改造、文化场馆建设等项目，12 条

“断头路”全部打通，9 条城市道路全面

改造升级。

在服务城市发展一线，娄底着力打

造“乐坪乐”“长青藤”“上梅红”等志愿

公益活动品牌，评选表彰道德模范、身

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打造娄底文明“最

硬”软实力。

【变迁】
“这片石林叫‘万马奔腾’，就好像几万匹白马在

草原上奔跑。”冷水江锡矿山中心学校教师段光辉深

情讲述，“学生时代的我能看到的是烟雾、矿渣以及黄

色的光秃秃的山头，捂住鼻子也能闻到难闻气味。”

被誉为“世界锑都”的锡矿山已有 120 余年采炼历

史，但肆意开采曾让矿区满目疮痍。冷水江从矿企整

治入手，在将锑冶炼企业从 2010 年 91 家整合至 9 家的

基础上，于 2019 年投资 3 亿元，在锡矿山实施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修复项目，将老矿区建设成为集革命历

史、工矿文化、地质遗迹、自然风光于一体的美丽矿

区。

目前，锡矿山矿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项目已

全面完工。“昔日荒土废地变身生态游园，家乡正在挖

掘另一笔‘富矿’——工矿旅游。”段光辉说。

走过非凡十年，锡矿山从满目疮痍到重披绿装；

从驶进驶出的物流运输车辆到追寻红色印记、工矿痕

迹的各地游客；从“养崽不上锡矿山”到工矿旅游“网

红打卡地”。百年老矿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跨越】
娄底，这方由娄星和氐星交相辉映的土地，青春、

美丽而又富有魅力。

10 年来，娄底大力实施文旅强市战略，着力打造

“蚩尤故里、湘中明珠”品牌，扎实推进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工作，加快促进旅游业从单一景点景区建设管

理向综合目的地服务转变，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

变，从封闭的旅游自循环向开放的“旅游+”转变。

娄底深入挖掘梅山文化、耕读文化、湘军文化等

文化资源，凝练具有娄底特色的文化品牌。重点以蔡

和森纪念馆和蔡和森蔡畅故居、红二军团长征司令部

旧址、李聚奎故居等为载体，着力培育“红色文化”品

牌；以涟钢、锡矿山工业旅游区、楚怡工业学校新化旧

址等为载体，着力培育“工业文化”品牌；以非物质文

化遗产为载体，着力培育“新化山歌”“梅山武术”“珠

梅抬故事”等非遗文化品牌。

一业兴带动百业旺。娄底以特色小镇、乡村旅游

重点村、星级乡村旅游区（点）、精品民宿建设为抓手，

全面开展乡村旅游建设。双源村、油溪桥村被列入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下团村、洪山村、渠江源村等

8 地被列入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越来越多的

村民通过在景区务工就业、开办民宿、发展特色种养，

吃上旅游饭，走上致富路。

古塘乡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刘锋 摄

涟钢高强钢项目生产线。 李中声 摄

锡矿山重披绿装。 陆波 摄

娄底：积厚成势见锋芒
———娄底十年发展谱写新时代篇章—娄底十年发展谱写新时代篇章

1.开动引擎，“钢铁侠”进军“材料谷”

2.大刀阔斧，打造优化营商环境“升级版”

3.新风劲吹，擦亮全国文明城市底色

4.全域旅游，书写家门口的“诗与远方”

5.民生提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数说】

当前，娄底“材料谷”拥有规模以上材料企业 247 家，2021 年实现营业收

入 1526 亿元，初步形成以钢铁新材、先进陶瓷等为主的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数说】

近年来，娄底累计部署落实 1105 项改革任务，赋予娄底经开区 1659 项

管理权限，93.7%的政务服务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296 件“一件事”实现全

省无差别办理，新增市场主体 15.3 万户；规模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7.6%。

【数说】

2020 年，娄底市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目前，已拥有 63 个志愿服务组织、600 多个志愿服务站(岗)、2768 个志

愿服务团队、61 万名注册志愿者，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6 个、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 90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2101 个。

娄底涌现出国家级及省、市好人 290 名，其中有全国道德模范肖光盛、

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郭远红，全国最美志愿者朱鹏涛以及 4 名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奖获得者、14 名中国好人、153 名湖南好人。

【数说】

2021 年，娄底实现旅游总收入 339.98 亿元，接待旅游总人次 3293.68 万人次。

娄底有新化山歌、涟源湘剧等 5 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4 个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紫鹊界梯田获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新化县、涟源市入选全国

全域旅游示范县创建单位。

娄底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4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0 处。

【数说】

2021 年娄底分别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普通高中大班额 497 个、394 个，7 所芙蓉学校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

2012 年以来，娄底开工改造城市棚户区 152332 套，竣工 148248 套，完成投资 2317.8 亿元；开工改造老旧小区

205 个，49667 户，完成投资 16 亿多元。

在全省真抓实干激励考核中，娄底市本级“根治欠薪”和双峰县“就业和社会保障”指标分别获得先进。

紫鹊界梯田美如画。 柳勇 摄

高灯河畔水系连通工程。

（娄星区融媒体供图）

高山小镇土坪村。廖朝霞 摄

正在建设中的湖南宏旺年产96万吨高牌号硅钢项目。 申晔军 摄

娄底城区风光。 柳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