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阳市全力推进党的建设， 进一步强
化了富民强市的领导核心。坚持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深入、持久开展“两个忠诚”、“三
更”等主题教育，党员干部的忠诚意识、宗
旨意识、先进意识明显增强。

扎实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全市各
级党委（党组）学习中心组示范引领作用充
分发挥， 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自觉性不断
提高。

积极稳妥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推
行“差额推荐、差额竞职、差额考察、差额决

定”等竞争性选任办法，圆满完成中组部在
该市开展的规范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和推行
差额选拔干部试点工作任务；县、乡党委换
届风清气正、圆满顺利。

实施有错与无为问责、“不换状态就换
人”、慵懒表现“挂号销号”等制度；深入开
展创先争优活动， 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负
责人，加强党建带工建、带团建、带妇建，选
聘“大学生村官”到村任职，基层基础不断
夯实。 岳阳党建和组织工作得到中组部和
省委的高度评价。

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
强反腐倡廉建设， 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加大查办案件力度，注重制度治本
功能，加强权力运行监控，推进源头治腐工
作，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岳阳连续 4 年
被评为全省反腐倡廉建设先进单位。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展
望未来， 岳阳面临的机遇前所未

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岳阳市委书记
易炼红激情满怀：“我们将在省委、 省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求真
务实，真抓实干，强力推进‘四化两型’，加
快建设‘五市一极’，续写民本岳阳和谐崛
起新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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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天下水， 岳阳天下
楼”。洞庭湖、岳阳楼，以其雄浑、
开阔的壮美景象，从古到今感染
了无数人。 其实，在这种博大的
美里，蕴含了济苍生、安社稷的
精神内存； 而这种精神内存，从

“民本岳阳” 的执政和发展理念
里凸现出来，成为历史文化传承
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有机
载体， 这是探索和创新的结果，
也是时代和历史的呼应。

岁月如歌，巴陵如画———
这 5年，是岳阳发展速度最

快、发展质量最好的时期之一；
这 5年，是岳阳城乡面貌变

化最大、 人民群众受惠最多、社
会最为和谐稳定的时期之一；

这 5年，是岳阳党委领导核
心作用发挥充分、民主集中制坚
持最好、 几大家班子最团结、全
市上下谋事干事氛围最浓的时
期之一。

这 5年，岳阳经济、政治、文
化、生态、社会和党的建设全面
发展，“民本岳阳”和谐崛起的时
代强音在巴陵大地激情奏响！

■ 今年长炼大项目顺利建成，项目部全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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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阳楼新景区 杨一九 摄

■ 岳阳市区一瞥 杨一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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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全力推进“产业兴旺”，进一步
稳固了全省第二的重要地位。 加速推进现
代工业，建成 1000 万吨炼化一体化、华能
岳阳电厂三期、岳纸 40 万吨高级压光纸等
重大项目， 全市规模工业企业达 1331 家，
净增 627 家， 连续 4 年被评为全省推进新

型工业化先进市。
稳步发展现代农业。 农业加工企业达

到 2620 家 ， 其中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160
家，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居全省第二；屈原
管理区进入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区。

现代航运物流业来势迅猛。 武汉至城
陵矶海轮航道开通， 岳阳长江岸线对接海
岸线，全市港口吞吐量居全省第一，城陵矶
临港产业新区正朝着 “现代新港、 产业新
区、滨江新城”的目标强势迈进。

现代旅游业持续升温。 岳阳楼君山岛
景区晋级 5A 级景区，平江获评“全国红色
旅游先进县”，旅游业加速由观光型向观光
生态休闲度假结合型转变， 由过境游向目
的地游转变。

县域经济快速崛起。县（市）、区生产总
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由 2005 年的 73.3%
上升到 2010 年的 85.3%，汨罗、华容、岳阳
县进入全省县域经济 20 强，湘阴、临湘、君
山进入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行列。

全民自主创业活力涌流。 民营经济比
重由 42.6%上升到 57.5%。全市生产总值由
634.9 亿元增加到 1539.4 亿元； 财政总收
入由 38 亿元增加到 139.6 亿元，财政总收
入占生产总值比重由 6%提高到 9.4%；三
次产业比重由 20:46.4:33.6 调整为 14:54.2:
31.8。 今年上半年，完成生产总值 834.9 亿
元，增长 14%；完成财政总收入 99.3 亿元，
增长 32.4%， 两项指标总量继续稳居全省
第二。

岳阳市全力推进“城乡秀美”，进一步
提升了生态宜居的新城市形象。

加快推进城市建设， 累计完成城市基
础设施投资 165 亿元。 新建续建了岳阳楼
新景区、文化艺术会展中心、环南湖旅游走
廊等一批标志性工程； 市体育中心建设全
面铺开； 东茅岭和商业步行街地下人防工
程为建国以来全省最大的单建式人防工
程；拉通了枫桥湖路、冷水铺路、青年中路
等路段；提质改造城市主干道 15 条、小街
巷 325 条和农贸市场 17 个，城市品位不断
提升。

狠抓植树造林 ，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45.3%。
加快城区水系治理， 环南湖截污管网

工程即将竣工， 将实现不让生活污水直排
南湖；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圆满完成， 全市新建 10 个污水处理厂，
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 86%。

中心城区企业“退二进三”工作扎实推
进，提前完成国家“十一五”节能减排计划
任务。

全面推进交通建设。 武广高铁及岳阳
东站和荆岳长江大桥建成运营， 随岳等 6
条高速公路进展顺利， 新建改建干线公路
400 公里， 京珠高速岳阳连接线昆山至收
费站段提质改造工程又好又快， 岳阳机场
和荆岳、 岳常、 岳九铁路前期工作加速推
进。

该市高度重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中
心镇提质改造升级 ， 全市城镇化率达

48.1%。
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 农村面貌进一

步改善，涌现了一大批“富裕之村、秀美之
村、文明之村、和谐之村”。

水滴石穿。 岳阳入选新中国成立 60 周
年 60 个城市发展代表，荣获“最值得驻华
大使馆向世界推荐的中国生态城市”称号，
城市综合竞争力进入全国百强， 在中部非
省会城市中位居第四。

第 2章 �诗 意

第 3章 �文 光

岳阳市全力推进“文化繁荣”，进一
步焕发了文化名城的时代新姿。 牢牢把
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推动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文化惠民深入推进，先后举办
了岳阳首届文化艺术节、“岳州大舞台”、
“巴陵大戏台”、“市民大课堂”、“文化下
乡”等群众文化活动，建成一批乡镇综合

文化站，农家书屋、广播电视村村通基本
覆盖。

文化品牌更具影响，忧乐文化、求索
文化、龙舟文化、爱情文化和红色文化等
享誉中外，岳阳巴陵戏、汨罗江畔端午习
俗、平江九龙舞、岳阳花鼓戏等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文化体制改革稳步推进， 公益性文
化事业单位改革不断深化， 经营性文化
单位转企改制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全省
率先完成市级文化宏观管理体制改革。

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屈子文化园列
入全省“十二五”重大文化产业项目。

文艺创作精品迭出， 在全省率先设
立“岳阳文学艺术奖励基金”，文艺“岳家
军”人才辈出，在全省、全国获奖 400 多
次，其中 40 多部文艺作品获中宣部“五
个一工程” 奖、 优秀剧目奖等全国性大
奖。

岳阳荣获“中国楹联文化城市”、“中
华诗词之市”和“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
先进地区”等称号。

第 4章 香 梦
岳阳市全力推进“民生殷实”，进一步构筑了以

人为本的幸福家园。 5 年来，全市财政累计投入民
生支出 268.6 亿元，占财政支出比重达 61.3%。

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农村义务教育
“两免一补”政策全面落实，素质教育、职业教育、民
办教育在全省、全国产生广泛影响。

在全国率先推行城镇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在全省率先推行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 99.4%，位居全省第一。

人口自然增长率稳定在 6‰以下， 人口计生工
作连续 12 年位居全省先进。

该市率先实现“乡乡有敬老院”目标。
实施农村大面积危房改造，新建、改建和筹建

廉租房、经济适用房 165 万平方米，洞庭湖区 1140
户“天吊户”渔民全部上岸定居。

创立社区“爱心超市”，建立特困家庭大病医疗
慈善救助基金，筹资规模达 5000 万元。

幸福来敲门。 岳阳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由
2005 年的 10980 元和 3613 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17312 元和 5988 元。 岳阳荣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金奖。

第 5章 和 弦

岳阳市全力推进“社会和谐”，进一步展现了政
通人和的巴陵胜状。创新社会管理，加强新时期群众
工作，深入开展“与群众交朋友，为基层搞服务”活
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作用有效发挥。

落实“两个维护”（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
会公共秩序），开展“三官四员”（警官、法官、检察
官，人民调解员、行政调解员、司法调解员、民政调
解员）进社区、市县乡三级联合大接访、矛盾纠纷大
排查大整改等活动，岳阳楼区被评为“全国和谐社
区建设示范城区”。

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劳动关系进一步和
谐。

深入推进依法治市，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维护
司法公正。

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多党合作事业不断巩固，
岳阳市委与各民主党派、 无党派人士联系不断密
切，民族宗教、外事侨务和对台工作切实加强。

坚持党管武装，国防后备力量、人民防空建设
等稳步推进。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全面推进平安创建，
网络管理科学有序，“打黑除恶”、打击“两抢一盗”
和黄赌毒等专项行动成效显著。 该市连续 4 年被评
为全省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连续
四年保持全省先进，2010 年位居第一。

第 6章 劲 风

全力推进“走势强劲”，进一步奠定
了更好更快的坚实基础。 不断拓宽发展
空间，加速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被定为全
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 以临
港产业新区、汨罗、湘阴、屈原四大片区

为重点的 875 平方公里范围纳入长株潭
“两型社会”滨湖示范区试点；岳阳经济
技术开发区晋升国家级， 汨罗循环经济
产业园被列为全国首批“城市矿山”示范
基地， 云溪工业园纳入国家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不断创新发展机制，市属
国企改制基本完成， 市县政府机构改革
等扎实推进。

不断夯实发展基础， 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累计达 2400 亿元，是“十五”期间
的 3.5 倍。

不断集聚发展要素，引进项目 1452
个，其中国内外 500 强企业 20 家，全市
内联工业引资到位资金连续三年居全省
第一，一大批占地少、效益高、无污染的
工业项目正在建设之中。

科技和人才的作用更加突出， 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上升到
12.5%。

加大融资平台建设，岳阳被评为“中
国金融生态城市 ”，10 家上市公司累计
融资 90.5 亿元，上市后备企业达 37 家。

第 7章 红 旗

（标题书法 徐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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