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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建设大会战：
大道通衢向未来

“交通是发展问题，是民生问题，是
职责问题。 目前桃江交通对外、对内都
滞后，交通成为桃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关键和瓶颈问题。全县上下要花更多精
力， 下更大决心来推进交通建设大会
战。 ”

今年 1 月 12 日， 刚刚到任桃江还
不足 1 个月的县委书记谭建华，在他主
持召开的县委第一次常委会上掷地有
声，这是他顶风冒雪对交通建设领域开
展调研后的有的放矢。

今年初，桃江提出用 3 年时间打一
场交通建设大会战， 通过 15 个重点交
通项目建设， 改变桃江交通滞后的现
状，打通桃江到益阳、安化、赫山、宁乡
等的对外通道，完善县内交通网络及配
套设施建设。 为此，县里抽调精干力量
成立了县交通建设大会战指挥部，并出
台了严格的奖惩措施和优化施工环境、
加强服务的办法。县财政拿出 100 万元
奖励全年交通建设大会战总任务完成
好的相关单位和个人；对未完成总任务
60%的，对指挥部和相关责任单位及责
任人启动问责机制。 100 万元的奖励，
是桃江历史上迄今为止专为某项特定
工作而设置的金额最大的奖金。为加快
桃马连接线二期工程的建设速度，保证
施工环境和安全畅通， 县财政安排了
35 万元工作经费和奖励资金。 县委书
记谭建华、县长汪军经常到施工现场督
查工程进度，解决矛盾和问题。

与此同时，大力优化施工环境。 在
项目启动前，县交通重点工程建设指挥
部和沿线乡镇干部主动上门了解民情，
宣传相关法律政策；项目启动后，各级
干部发扬“5+2”、“白加黑 ”精神 ，全力
支持项目建设。

当 10 月 19 日桃益公路改造工程
提前 40 天竣工通车； 当备受瞩目的省
道 308 桃马线改建项目克服重重困难，
恪守承诺，在今年 12 月 20 日改建完毕
投入使用； 当全年交通建设完成 11.4
亿元投资，19 大重点项目全面铺开 ,有
5 个项目已经完工……桃江今年来举
全县之力发展交通事业的骄人成绩一
件件呈现在世人面前，昔日规划图上一
根根单调的蓝色线条，在风云激荡的全
县交通建设大会战中，演变成一串串激
情奔放的惊叹号。

园区建设大会战：
铸造发展新引擎

新兴机械厂焦炉设备生产线上焊

花四溅，新订单让工人喜笑颜开；纬创
电子公司整洁明亮的车间里，穿着工装
的女工们在流水线上忙碌着 ；10 万平
方米标准化厂房建设现场， 工程车、运
料车来回穿梭， 一栋栋厂房拔地而起
……走进桃江经济开发区牛潭河工业
园，这样欣欣向荣的景象随处可见。

如何破解园区发展瓶颈，一直是县
委、县政府领导班子思考得最多的。 为
此， 他们多次到桃江工业园区实地调
研，听取相关意见。还率领有关人员，到
周边县市的园区考察学习，借他山之石
探究自己的发展之路。最终全县上下形
成共识： 全县加快发展的重点在工业，
工业发展的重点在园区，要将园区作为
新型工业化的主战场，不遗余力推进园
区建设大会战。

园区大会战吹响了发展县域经济
的进军号角。他们从园区规划和布局抓
起，着力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 突出抓好桃江经济开发区、
灰山港镇省级工业集中区这两大园区，
以竹产业科技园和省稀土循环经济产
业园等重点产业园建设为突破口，切实
提高园区竞争力。桃江经济开发区确定
了“基础设施领先、融资平台激活、招商
引资提质、群众工作做好”的发展思路。

一年来，桃江人民以时不我待的精
神奋笔书写园区发展的新篇章。园区建
设实现三大突破，基本完成园区“三纵
五横”道路路基，拉出了现代园区的初
步骨架； 建成 10 万平方米的标准化厂
房；平整 800 亩土地。 “三纵五横”8 条
主干道路基工程 、10 万平方米标准化
厂房顺利竣工。“熟地招商”的策略加快
了项目的入园和投产进度。 纬创电子、
新兴机械、凤冠电机、口味王槟榔等重
大项目已投产，进一步壮大了园区经济
规模。竹科技产业园、力都科技、博得科

技等项目的签约， 为园区竹木产业、装
备制造产业发展夯实了基础。

城镇建设大会战：
竹乡新城现雏形

10 月 28 日 ， 桃江首个城市综合
体———大都汇商业广场盛大开业。都汇
国际项目是利用原县供销社、食杂果品
公司、 外贸公司 3 家单位的 21 亩土地
综合开发而成， 是桃江旧城改造的典
范，也是桃江城镇建设的标志性工程。

今年，桃江县城镇建设紧紧锁定建
设“中国竹城、中国内陆能源新城、中国
生态旅游名城”的总体目标，调整并优
化了桃江县城总体规划，编制完成了桃

花江“两型”示范区、经开区、桃花江大
道、桃花江湿地公园、桃花江沿江风光
带及城市配套设施建设等 10 个专项规
划，明确未来五年全县“一纵两横五区”
的空间开发格局。 “一纵”是指以 S206
为纵向发展轴线，“两横”是指以资江沿
线、S308 为横向发展轴线，利用交通优
势和区位优势拓展发展空间，形成产业
带。“五区”是指以桃花江、灰山港、马迹
塘、沾溪四个镇为中心，辐射周边乡镇，
分别形成县城综合提升发展区、桃花江
“两型社会”建设实践区、灰山港新型建
材冶金产业区、 马迹塘加工贸易产业
区、沾溪核电服务产业区。

2012 年县城建设大会战投入资金
5.732 亿元， 启动 11 项重点工程建设，
共征地 1243 亩， 拆除房屋 232 栋。 目
前，城镇承载能力大大增强，人居环境
逐步改善， 市民幸福指数明显提升，城
镇化建设呈现良好势头。改扩建建设中
路、谷山路 、资江路 、芙蓉路等主要道
路，新建金盆路、迎宾路、滨江路，摊铺

改性沥青路面 11 万平方米， 完成小街
小巷硬化 47 条 30 多万平方米，人行道
改造 8 万平方米。城镇建设凸显 3 个看
点：大汉新城区的建设今年完成 6 亿元
投资；南环线的路基全部覆土，完成 30
万方的土方任务； 金盆路建成通车、大
都汇商业广场建成营业。

同时， 新建和维修排水管网 20 多
公里，新增绿化面积 15 万平方米，完成
了主要干道的路灯更新和景观改造；完
成了自来水二水厂的配套建设及城区
的供水工程，建成了污水处理厂和县城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对城区垃圾房
和公厕进行了全面改造。

随着桃江豪苑、水韵花都、都汇国
际、大汉龙城、西街庭苑、东方新城、富
锦花园等一批大型商住区和城市综合
体的开发建成，桃花江沿江风光带的投
入使用，一个宜居的现代化城镇已初见
端倪。

产业建设大会战：
五大产业壮筋骨

今年 8 月 8 日，桃江县浩茗茶业的
黑茶生产线正式投产。 “今年的黑茶
产量能够达到 2000 吨， 产值超过 400
万元。 ”公司负责人昌智坚告诉记者。

桃江素有 “南竹之乡 ”、“茶叶之

乡”、“有色金属之乡”、“建材之乡”等美
誉，是典型的资源大县。 如何利用丰富
的自然资源，推动富民强县进程？ 工业
是经济发展的“牛鼻子”，产业拉动成为
不二选择。桃江县明确全年对重点规模
企业按重点支持、培育扶植、保护关注
三类分别进行支持、服务。 重点支持南
方水泥、金沙重机 、金瑞锰业 、久通锑
业、稀土产业园、竹产业园等 8 个项目；
培育扶植湘大泵业等 13 家企业； 保护
关注红星机械等 12 家企业， 着力推动
工业企业尽快做大做强。他们建立了县
四大家主要领导联系重点工业项目制
度， 对县委县政府确定的 8 个重点项
目，各明确一名主要领导牵头帮扶。 同
时对 1000 万元以上项目， 建立月报制
度，制订重点工业项目任务安排表和项
目建设台账，实行问题困难“挂号销号”
制度，按季召开重点项目调度会，积极
协调解决企业及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
的各类问题和困难。

食品产业是桃江的传统工业。以德
辉米业、美人窝米业为龙头的农副食品
加工业，以修山面业、桃花江面业为龙
头的食品制造业和以湖南浩茗茶业、益
阳香炉山茶业等为龙头的饮料制造业
的近 60 家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羞山”
面、“德辉”米、“浩茗”茶、 “香炉山”黑
茶、“乡里红”薯粉系列产品等品牌均已
家喻户晓。

竹木产业形成了以桃花江镇、鸬鹚
渡镇、武潭镇、鲊埠回族乡和三堂街镇
为重点的竹木加工区域和以竹胶板、竹
地板、竹家具、竹工艺品、保健席、水竹
席、细木工板为主导产品的竹木产业经
营模式，全县从业人员近 20 万人。

装备制造业稳步发展。 目前，桃江
县有机械铸造企业 38 家， 涌现出了桃
江新兴管件有限责任公司、金沙重型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红星焦化设备有限公
司、湖南新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湘大
泵业有限公司和湖南博联水工机械制
造安装有限公司等一批规模较大的机
械铸造企业，其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

电能产业朝气蓬勃。 目前，全县水
力发电拥有五凌电力公司马迹塘发电
分公司、 广水桃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锦源白竹洲水电站 3 家中型电站，
桃花江水库电站、 沂溪水电站等 20 家
小型电站，装机总容量近 17.5 万千瓦。

东方水泥、金沙钢铁等骨干企业的
不断壮大，则推动了新材料产业的快速
发展。同时，引进中国建材南方公司、中
国五矿、新兴际华 、湖南有色 、涟源钢
铁、西部稀贵金属等国内大型集团企业
来桃投资兴业。

2012 年，产业建设项目成效明显，

南方公司投资 7.5 亿元，本月底可开工
建设；投资 1 亿元的 PVC 板材项目，正
进行设备安装、投试；投资 7000 万元的
鼎盛建材已建成投产；投资 2 亿元的博
得科技已签订协议。

在食品、竹木、装备制造、电能、新
材料五大主导产业集群效应带动作用
下， 今年，全县完成规模工业产值同比
增长 14.5%，实现了工业经济的逆风飞
扬。

统筹城乡大发展：
魅力桃江谱新篇

“搬新家了！ 房子够大，够气派，环
境比城里的住宅小区都好！ ”6 月 27 日
上午，拿到新房钥匙的沾溪镇白沙洲村
民王某笑逐颜开。首批农民陆续迁入集
中居住区的新居，标志着桃江县统筹城
乡规划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桃江是农业大县， 要全面建成小
康，短板在农村。 桃江县委、县政府以
极大的气魄、 有力的举措全力推进城
乡统筹发展。 自今年 4 月开展统筹城
乡发展试点工作以来， 桃江县严格按
照益阳市 “七项规定动作 ”要求 ，开展
统筹城乡发展工作。 从撷取的几个时
间点可以折射出他们统筹城乡发展的

工作力度和强度：2 月 22 日，全县农口
系统各单位、 统筹城乡发展工作职能
部门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部署今年农
业农村特别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工
作；3 月 20 日，全县统筹城乡发展工作
领导小组主要成员单位会议召开 ，统
筹城乡发展工作全面启动；5 月 15 日，
全县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试点全面启动；7 月 13 日，全县农村清
洁工程现场推进会召开；7 月 28 日，县

委常委中心组（扩大）第三次集中学习
组织召开推动统筹城乡发展和城市建
设管理专题讨论会；11 月 4 日，益阳市
农村集体土地和房屋确权颁证工作推
进（现场）会在桃江召开。

沾溪镇作为该县统筹城乡发展的
试点乡镇，编制了统筹发展规划，全镇
10 个村，324 个村民小组， 共发放农村
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书 1685 本。 完成试
点村卫红村农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宅
基地使用权的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发放
该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书 3 本，宅基
地使用证书 1103 本。 益阳市委书记马
勇来桃江调研城乡统筹工作时，对桃江
县农村房屋确权颁证工作给予了极高
的评价，认为桃江县农村房屋确权颁证
工作起点高、步子快、效果好。

土地流转盘活了农业，清洁工程扮
靓了乡村，“四位一体”激活了基层治理
机制……统筹城乡的几项规定动作今
年都基本完成任务。 目前，桃江在城乡
发展规划、城乡产业布局、城乡综合交
通网络、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新型
基层治理机制建设等方面协调推进，重
点突出，城乡统筹发展的美好图景在桃
江大地正激情描绘。

致力民生大改善：
幸福生活心欢畅

11 月 18 日，桃江杨家坳廉租房小
区的胡立奇老人搬了新家，要好的姐妹
都来祝贺。在县城打工的她分配到了一
套廉租房， 面积虽只有 37.69 平方米，
可老人很满足：“老了，想不到还能住上
这样的好房子，真的感到好幸福。 ”

这是桃江社会民生改善的一个镜
头，今年，桃江县委、县政府所办的民生
实事，件件都得到落实。

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和力争一
年办成一两件实事的理念引领下，今年
桃江县全面完成所承办省、市为民办实
事项目共 17 个，其中，全县新建乡镇到
村水泥路 50.8 公里 ， 为目标任务的
133.7%；63 个行政村配电网改造全面
开工，已竣工 58 个；除险加固病险水库
6 座； 解决 1.2 万多户广播电视盲村用
户收视问题；农村户用沼气池已完成目
标任务的 85.9%。 2012 年，省里下达桃
江县危房改造任务 1200 户， 该县实际
完成危房改造建设任务 3600 户。

截至 10 月底，全县已有 47.98 万人
完成登记参保，登记参保率达 99.62%，
缴费人数 30.91 万人， 征缴基金 3405.4
万元 ，征缴率达 87.6%，享受养老金待
遇人数达 12.69 万人，累计发放养老金
2056.24 万元， 其中城镇居民 6989 人，
共 发 放 养 老 金 114.32 万 元 ； 农 村

119916 人 ， 共发放养老金 1941.92 万
元，实现了按时足额发放。

此外， 该县实现了生育、 工伤、失
业、医疗、养老保险全覆盖，有效解决了
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难题。 针对桃
江工矿企业多的实际，该县还全面启动
了国有企业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管理
统筹范围。全年新增城镇就业 3675 人、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8081 人， 实现城
镇“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真情为民谋发展， 一年接着一年
干。 展望未来，桃江县委书记谭建华近
日在接受采访时强调， 在交通建设方
面，加快打通内外通道，从根本上改善
交通状况，力争到“十二五”末，县域内
的 1 条铁路、2 条国道、4 条高速、8 条
省道、16 条县乡干道全面畅通。 在园区
建设方面， 将进一步搭建好融资平台，
引进大项目好项目， 力争到 “十二五”
末，将牛潭河工业园区打造成为产值过
200 亿元、 税收过 5 亿元的工业园区。
在产业建设方面，力争到“十二五”末，
培育和引进 10 个产值过 5 亿元、 税收
过 2000 万元的项目。在县城建设方面，
力争到“十二五”末，县城建设完成 30
亿元投资、30 公里主次干道提质改造、
30 个景观工程、1000 亩广场、1 万个停
车位、10 万平方米市场、100 万平方米
绿地的建设目标。 在统筹城乡发展方
面， 将在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同时，进
一步加快统筹城乡发展步伐，严格按照
“三集中”、“六一体”、“四基础”的基本模
式，扎实推进“七项规定动作”。 在民生
方面，高度关注、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求， 让人民群众更多地共享发展成果，
促进社会更加和谐，人民更加幸福。

俯身实干惠民生
———桃江县抓实“六大”重点工作推动县域发展纪实

本刊记者 郭云飞 杨 军 通讯员 罗中华 喻 惠

（本版摄影 尹国富 张琴 刘鹏）

今年初，一场“贯彻落实省市县党代会精
神，加快桃江发展”大讨论在桃江展开，桃江县
委、县政府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明晰 2012 年
工作思路 ：围绕 “推动科学跨越 ，建设生态桃
江”，以交通建设、园区建设、产业建设、城镇建
设为重点，努力扩大投资拉动，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统筹城乡发展，转变干部作风，优化发展
环境，狠抓工作落实，不断开创全县经济社会
发展新局面。 这一切，目的只有一个：为了 87
万桃江人民早日过上小康生活。

2012 年即将过去， 盘点这一年来桃江县
发生的可喜变化，人们欣喜地看到：又唱桃花
江，今朝更好看———与 2007 年相比，2012 年
全县生产总值增长了 2.3 倍，财政总收入增长
了 2.9 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 4.2 倍，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
了近 2 倍。 桃江县委、县政府向桃江人民交上
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桃 江 县
委书记 谭 建
华（右三）、县
长汪 军 （右
五）在调研交
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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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江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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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莽苍苍的桃江竹海

桃江沾溪新农村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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