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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吾大地 芳华
——— 祁阳县经济社会发展走笔

金秋时节，丹桂飘香。走进三吾大地祁阳县，无论城乡，处处都能让你见到

一片片生机勃发的丰收景象：田野里波动着金灿灿的稻浪，果树上挂满了累累

果实，工业园里机器轰鸣，产销两旺……

勤劳勇敢、乐于开拓、善于创新的祁阳人民，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

唱响了一曲曲催人奋进、慷慨激昂的壮歌，描绘出一幅幅活力迸发、和美幸福的

壮丽画卷！

唐善理 李志刚 邓志刚 何 顺

祁阳县城新貌。 赵扬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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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的祁阳经济开发区新区一角。 蒋盛文 摄

跨越： 挺进全省二十强

不久前公布的全省县域经济排名，祁阳县
首次跻身 20 强！ 多少年的梦想，今朝实现；多
少人的追求，今朝梦圆！ “全省 20 强”，凝聚了
祁阳人为之拼搏、为之奋斗的心血和汗水！

祁阳县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
照“年年创大业、月月上项目、天天保平安、时
时抓队伍”的总体要求，围绕“四化两型”要求，
大力转变发展方式，深入实施“环境立县、产业
强县、开放活县、科教兴县、依法治县”五大战
略，全力建设小康祁阳、活力祁阳、绿色祁阳、
和谐祁阳， 大力推进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的
“三化”进程，有力促进了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快
速发展。

去年，祁阳县实现地方生产总值由 2007 年
的 83.2 亿元增加到 158.8 亿元， 财政总收入由
2007 年的 3 亿元增加到 6.8 亿元， 年均分别增
长约 14%和 21%； 今年上半年实现地方生产总
值 77.9 亿元，财政总收入达到 4.3 亿元，全年突
破 8 亿元大关已成定局。

工业支撑更加有力。 去年，全县规模工业
企业总数达到 105 个， 总产值由 2007 年的 34
亿元增加到 137.5 亿元， 年产值过 5 亿元和过
亿元企业分别达到 4 个和 32 个。 骨干企业竞
争力提升，其中 3 个获得“省级技术开发中心”
称号,3 个进入全省“双百工程”，4 个列入省“小
巨人”计划，4 个列入省重点上市后备企业。 园
区经济发展迅猛。 去年，祁阳经济开发区实现
规模工业产值 58.6 亿元，财税收入 1.4 亿元，被
评为省特色园区和推进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
新区开发 5 平方公里，入园企业 40 个；祁阳科
技工业园开发 2 平方公里，入园企业 18 个，被
评为“全国农产品加工创业基地”。

农业经济硕果累累。 去年，全县完成农业
总产值 52.3 亿元， 年均增长 3.2%。 粮食总产
64.8 万吨，连续八年增产。 被评为全国粮食生
产先进县、粮食生产标兵县、全国生猪调出大
县。全县发展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2
个，其中国家级 2 个、省级 6 个，“金浩”、“天龙”
和“银光”牌商标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天龙
牌和银光牌大米荣获“中国名牌产品”称号，是
全省拥有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最多的县。
生态建设得到加强， 近 5 年共完成造林绿化
23.9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46.6%，被评为全国生
态治理示范县和营造林先进县。

第三产业蓬勃发展。 去年，全县共完成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3.6 亿元， 实现年均增长
18.5%。 旅游、房地产、商贸物流业快速发展，商
业、烟草、石油、盐业等购销两旺。 浯溪碑林风
景名胜区被评为国家 4A 级景区， 龙溪李家大
院被评为湖南省特色旅游名村， 升级为 3A 级
景区，成功举办文化·漂流旅游节，荣获全省发
展旅游产业十佳县。

巨变： 城乡建设绽异彩

时下，漫步祁阳街头，你会被这里的现代
城市气息吸引、陶醉。 街道宽阔整洁、车水马
龙，鳞次栉比的高楼错落有致，五彩斑斓的广
告牌靓丽动人，一盏盏路灯展臂迎客，一株株
行道树迎风摇曳……这是祁阳县近年来抢抓
机遇、加快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

祁阳近 5 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71 亿
元，年均增长 38.2%，被评为全省固定资产投资
先进县和“三个一”重大项目行动计划先进县。

城镇建设扩容提质。 目前，祁阳县城建成区
总面积达到 22.5 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到 40%，
比 2007 年提高 9 个百分点。 完成保障性住房、
污水处理厂、无害化垃圾处理场、给排水改造、
城市堤防、沿江路扩改等重点项目建设；新改扩
建城区道路 27 条 33.5 公里，其中祁阳经济开发
区累计投入 5.2 亿元，形成“七纵四横”道路骨
架；新增中高档住宅小区 150 万平方米。

建制镇建设得到加强。 新建市场 15 个、自
来水厂 8 个、停车场 8 个。黎家坪、白水、金洞等
三个镇分别被列为省示范镇、中心镇和特色镇。

交通电力设施全面升级。 五年完成通村公
路 2736 公里， 实现 100%的乡镇和 95%的行政
村通水泥路，启动祁冷快速干线、322 国道绕城
线、木金公路、祁阳新火车站及配套工程等干
线公路建设，其中湘桂铁路复线今年年底将建
成通车。 新建 220KV 变电站 1 座、110KV 变电
站 2 座，改扩建 35KV 变电站 3 座，完成 217 个
行政村农网和 94 个台区城网改造任务， 实现
城乡同网同价；晒北滩、浯溪和湘祁水电站建
成投产，新增总装机容量 26 万千瓦。

农村面貌明显改观。 完成病险水库除险加
固 59 座，新增、恢复、改善灌溉面积近 15 万亩，
增加基础蓄水量 2900 万立方米， 被评为全省
“芙蓉杯”水利竞赛十强县，成功纳入全国第三
批小农水重点县； 实施一批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改造中低产田 6 万余亩，被评为全国农业
综合开发支持新农村建设试点县；新开垦土地
6700 亩，实现耕地占补平衡。 农机化作业水平
提升，被评为全国农业机械化作业示范县。 新
农村建设扎实推进，被评为全省新农村建设先
进县。 白水镇竹山村跃入全国文明村行列。

民本： 八成支出保民生

每当华灯初上，在祁阳陶铸广场、白竹湖广
场、浯溪公园、龙山公园、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街
头巷尾，跳舞、散步、下棋、健身操、扇子舞……
各种群众文体活动随处可见，精彩纷呈，给美丽
的祁阳夜景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去年，祁阳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和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8840 元、19969 元，
比 2007 年分别增长 111.5%、91.5%。 财政总支
出 21.91 亿元，年均增长 23%左右，其中用于民
生支出达 17 亿元， 占全县财政总支出的 78%，
位居全省前列。 为民办实事工作连续两年被评
为全省先进。

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新增城镇就业 4.1
万人，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 29 万人，城镇登记
失业率控制在 4%以内。 新农保全面开展，被新
征失地农民养老保障试点启动， 城乡养老保险
实现全覆盖，被评为全省先进；五大保险扩面提
标，参保人数达 82 万人。

科教工作成效显著。 去年，科技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达到 52%， 连续三次获全国科技进步
先进县称号， 被评为全国科普示范县和全省科
技特派员工作先进县， 成功申报全省知识产权
示范创建县和全省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培育县。

教育强县建设有力推进。 城乡办学条件明
显改善，建成合格学校 56 所，维修、改扩建校
舍 19.4 万平方米。 义务教育巩固提高，高中教
育、职业教育、民办教育、学前教育全面发展，
仅 2012 年为各类高校输送一、 二批本科学生
8320 人。 祁阳一中进入全省 10 所优秀示范性
普通高中行列， 省示范性职教中心成功创建，
县职业中专晋升为国家级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被评为全国“两基”工作先进县和全省建设教
育强县先进集体、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
先进县、巩固提高“普九”成果先进县、民办教
育先进县。

文体事业健康发展。 陶铸图书馆投用，新
建乡镇文化站 22 个，农家书屋 875 个；县体育
馆开工建设。 成功举办纪念陶铸同志诞辰 100
周年等大型活动。 祁剧和祁阳小调进入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龙溪李家大院成功申
报第五批国家历史文化名村。 竞技体育获省级
金牌 13 枚；群体活动日益活跃，两次被评为全
国全民健身先进单位。 医疗保障日益完善。 今
年，全县新农合参合率达 97.5%，比 2007 年提
高 19 个百分点；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率达
96%，政策内住院报账率 76%。 完成县中医院、
12 个乡镇卫生院和 28 个村卫生室建设任务，
县人民医院综合大楼动工建设。 各项事业有序

推进。 县城和黎家坪镇有线数字电视整体平移
完成，农村无线数字电视覆盖率达 90%。 城市
管理和环卫绿化不断加强，连续五年保持“省
级文明县城”和“省级卫生县城”荣誉称号。

节能减排成效明显，环保工作被评为全省
先进。 计划生育“三基”创建工作卓有成效，连
续五年保持省一类县，计生宣传连续三年被评
为全国先进，整治“两非”和人口信息采集、清
理工作分别被评为全省先进，人口自然增长率
控制在 6.5‰以内。 质监工作得到加强，被授予
全省依法行政示范窗口称号，质量兴县工作连
续三年被评为全省先进。 积极开展食品药品安
全大整治，被评为全省食品安全监管先进。 档
案、 民族宗教和法律援助服务工作不断发展，
被评为全省先进。 工商、保险、邮政、通信、气象
等工作得到新加强。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切实加强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有效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人民群
众安全感增强，甩掉省“打黑除恶”重点管理县
帽子， 摘掉毒品重点指导县和综合治理黄牌警
告两块牌子。 综治民调在全省排名逐年上升。

开放： 产业转移“排头兵”

“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必须有大气魄，要敞
开胸怀 ，以大开发、大建设 、大服务推进大发
展、大提升、大跨越。 ”祁阳县委、县政府审时度
势，果断决策。

祁阳勇立开发开放潮头， 瞄准港澳台，主
攻长珠闽，对接大东盟。 同时，以招商引资为重
点，以重大项目为抓手，以园区建设为平台，以

优化环境为保障， 打造承接产业转移 “桥头
堡”，吹响了承接产业转移集结号。

祁阳像一个大磁场， 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客
商来此投资兴业，演绎着一出又一出招商大戏，
创造出一串串令人惊喜的数字： 近 5 年共引进
各类项目 456 个， 新批利用外资项目 40 个；到
位外资 3.34 亿美元，年均增长 15.4%；内联引资
126 亿元，年均增长 16.2%。其中，2011 年引进项
目 128 个，新批利用外资项目 6 个，承接产业转
移项目 33 个，实际到位外资 7900 万美元，内联
引资 27 亿元，分别增长 15.2%、17.4%。成功引进
中国华能集团、安徽海螺水泥、香港亚荣集团、
新华水利等战略投资者和湘祁水电站、 祁阳海
螺水泥、凯盛鞋业等 20 余个投资过亿元的重大
项目。 对外贸易快速发展， 新增外贸实绩企业
16 家,累计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 2.5 亿美元，年
均增长 19.5%。 对外合作迈出新步伐，与美国图
尔莎县缔结为友好城市县， 被评为全省外事侨
务工作先进县、外贸出口基地县、发展开放型经
济先进县、利用外资先进县、内联引资先进县和
湖南最具投资吸引力县， 被列为全省承接产业
转移发展加工贸易试点县。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全面推进。 全县
农村综合改革稳步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换发证全面完成，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被评为全
省先进；财政省直管县有效实施，国库集中支
付改革和政府采购深入推进，煤炭税费和建设
项目税费统征顺利推行；文化和卫生体制改革
深入开展，基本药物制度全面推行；干部人事
制度改革扎实有效， 公开选拔公务员 138 名，
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756 名，引进重点院校
专业人才 224 名，选派大学生村官 112 名。

聚力： 三思三创三服务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今年年初，祁阳县委、县政府在全县深入开

展了一场“思进思变思稳定，创业创新创一流，
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发展”主题活动。县委书
记张常明在活动动员大会上明确要求：“要带着
感情和责任，深入村组农户，下到田间地头，深
入厂矿企业，下到生产车间，与群众面对面谈心
交心，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做到思想上尊重群
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切切实实为群众做几件好
事解几件难事！ ”

祁阳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积极
投身到“三思三创三服务”活动中去，在全县范
围内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深入群众解难题、服务
基层促发展的热潮。

全县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履行职责、 带头联
点结对帮扶、带头深入基层调研、带头撰写民情
日记、带头解决群众困难、带头服务企业发展，
为其他党员干部作出表率， 为推动活动平稳有
序开展赢得了良好的执行力。 县委书记张常明
先后 8 次深入茅竹镇大塘村访贫问苦， 帮助村
民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15 次深入祁阳经济开
发区主持召开园区建设现场办公会， 就项目推
动、土地报批、水电路讯建设等过程中凸现的问
题进行现场协调；县委副书记、县长苏小康今年
4 月才到任，但他却走遍了全县 25 个镇乡办场
和 100 多个县直单位， 其中 6 次深入挂榜山林
场邓家岭村调研走访，现场为老百姓排忧解难。

据统计， 该县四大家领导共结对联系村 33
个、社区 12 个、重点项目 34 个、重点企业 40 个
和贫困户 46 户。 全县各级领导班子成员共建立
联系点 619 个，联系贫困户 3826 户，撰写民情
调研报告 150 余篇，人均撰写民情日记 50 篇。

为进一步推动活动深入开展，该县从领导
干部、一般干部、岗位一线等不同层面中，挖掘
推介了一批工作扎实、业绩突出、事迹感人的
先进典型，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先
进事迹巡回报告，用身边的典型影响和带动身
边的人，取得了极佳的效果。 在先进典型的影
响和感染下，全县党员干部的干事激情和服务
热情空前高涨， 以实际行动学习先进典型，从
而掀起新一轮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发展
的热潮。 截至目前，该县各级机关干部与贫困
户结对帮扶 4711 户 ， 组织召开基层座谈会
4000 余次，走访群众 5 万余人次，发放便民服
务卡 20 余万张，发放农业科技资料 8 万余份，
慰问困难群众 7000 余人次 ， 落实帮扶资金
1800 余万元，帮扶物资价值 900 余万元。

与此同时， 祁阳深入开展解放思想大讨
论，精心创办“祁阳讲坛”，全面开展学习型党
组织创建活动， 党的理论武装工作有新加强。
扎实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创先争
优活动， 圆满完成镇乡党委和村级党组织换
届，新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376 个、流动党员
党组织 20 个、“两新”组织党组织 20 个，党的组
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有新突破。 深入开展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积极构建惩治和预防腐
败体系。 社会治安防控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体
系不断健全，严打整治和打黑除恶等专项斗争
取得明显成效，社会治安进一步好转。 信访秩
序逐步规范， 一批信访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 建立安全生产长效管理机制，食品药品安
全监管更加有力。 全县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凝
心聚力促发展的合力进一步增强。

祁阳，这座千年古城，每天都迎着新的机
遇和挑战，每天都焕发着青春与活力！ 站在新
的起跑线，一百万祁阳人民必将在未来的征途
上创造新的辉煌、续写新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