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悟“分类”精髓，树立
正确绩观 ，科学谋划小康
建设全局

分类指导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方
法。 资兴较早地领悟到了“分类”的精髓。

“抓工作，不能大而化之地喊、笼而统之地
抓。”市委书记陈荣伟认为，更不能用一个尺子
量到底、一个标准考全盘。

2013 年初，资兴就开始利用“分类”这一
手段考核下属各乡镇。

在过去的考核中， 所有乡镇同一张“试
卷”。 一些小乡穷乡面对 GDP、财税等考核指
标往往“无能为力”。 为了考出“好成绩”，各乡
镇无序竞争、追求政绩的乱象屡见不鲜。

如今资兴是怎么分类的？他们把条件相同
或相近的乡镇(街道)放在同一起跑线上，实行
A、B、C 三类绩效考核。对不同类别的乡镇，设
置不同的考核指标和权重。 这其中，C 类乡镇
不考核财政税收、新型工业化、招商引资、重点
项目建设、征地拆迁等工作。

然而，不考核财政税收等指标，并不意味
着他们就可以轻松“交卷”。市里设置了林业生
态建设、环境保护、城乡环境同治工程等考核
指标，在 C 类乡镇年终目标考核中，所占比重
分别为 25%。 这样一来，生态建设、环境保护
成了 C 类乡镇的中心工作，谁做得好，谁就能
取得好成绩。

白廊乡是东江湖库区乡镇。 作为 C 类乡
镇，今年，他们把重点放在了生态建设、休闲产
业发展上。 对于他们来说，现在最大的任务就
是保护好东江湖，守住这片青山绿水。目前，该
乡已通过湖南省两型示范乡镇、国家级生态乡
考核验收。

“分类考核，不再唯 GDP 论英雄，体现的
是正确的政绩观。”谈及一年多的实践，市委书
记陈荣伟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科学的发
展观，而缺乏正确的政绩观，往往会在小康建
设实践中偏离科学的发展观， 这样的小康，是
不全面、不可持续的。

有了正确的政绩观，在省委、省政府出台《关
于分类指导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意见》
后，资兴开始考量自己的小康“家底”。

看优势———多年来， 资兴坚持科学发展、
可持续发展战略， 经济社会得到长足发展，连
续多年跃居全省十强行列，尤其是一举挺进五
强，成就可圈可点。

看不足———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
山区、 库区农民收入增长不快， 经济结构不够
优，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农民住房条件较差。

善谋势者得势，善驭时者得时。 盘清了家
底，资兴提出，以“分类指导协调推进”为总则，
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将资兴市率先建设成为新
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示范城市，确保 2016
年在全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分区发展、分类指导、分步推进。资兴将全
市全面小康建设划分为泛唐鲤东区域、环东江
湖区域、东部乡镇区域三大区域板块———

泛唐鲤东区域， 以两型社会建设为引领，
加快发展新型工业和现代服务业，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环东江湖区域，以加强对东江湖的生
态保护和建立东江湖生态补偿机制为重点，积

极实施生态移民政策， 加快发展生态旅游业；
东部乡镇区域，以发展特色农业为重点，加快
建设特色新农村示范区。

“无论是分区、分类，还是分步，‘分’的目
的是为了‘合’，‘合’成建小康的强大正能量。”
市委书记陈荣伟这样认为。

思路开，出路宽；方向明，举措实。 资兴人
开始了小康路上的迅跑。

不唯 GDP 不是不要 GDP，
做强三大经济增长极，冲刺“百
强”目标

这几年，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有资兴
人纠结过。

有人说， 资兴经济实力已经是全省前列
了，平平安安过自己的小日子，很舒服；

有人说，东江湖这一湖水，捆住了资兴发
展的手脚，限制多，实惠少，要吃亏。

在市委、 市政府看来，“过小日子” 也好，
“吃了亏”也罢，是“近视”而非远见，没有看到
资兴的将来。

“标兵越来越远，追兵越来越近。 要冲刺全
国百强，要实现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关键。 ”陈荣伟说，不
唯 GDP 不是不要 GDP，现在“吃亏”不代表将
来“吃亏”。只有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实现
经济总量、人均均量和运行质量的“三量齐升”，
才能抓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牛鼻子”。

做大经济总量，资兴瞄准了“园区经济、景
区经济、城区经济”这三大经济增长极。

做强园区经济，资兴经开区这座现代化工
业新城正在崛起———

“一个项目、一名领导牵头、一个班子服
务、一个部门负责、一套实施方案”的“五个一”
工作机制，资兴确保项目“引得进、能落地、推
得快、能见效”，项目建设风生水起。华信有色、
杉杉科技、丰越环保、铧福不锈钢等 127 个外
资企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做好“引、争、盘、融”的文章，积极培育产
业集群，加快推进园区由“发展企业”向“发展
产业”转变。 有色金属精深加工和新能源新材
料两个百亿级，以及食品工业和电子信息两个
十亿级产业集群初步形成，“全国农产品加工
创业示范基地”、“湖南省新型工业化新材料示
范基地”两块“金字招牌”熠熠生辉。

2013 年， 园区完成技工贸总收入 529.1
亿元，增长 3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缴税金
5.7 亿元，占全市工业税金总量的 60.6%，吸收
就业人员 35221 人。

做大景区经济，实现“观光旅游”向“度假
旅游”的华丽蜕变———

资兴市旅游资源丰富，拥有东江湖、汤溪温
泉、回龙山、天鹅山等景区景点。振兴旅游业，资
兴喊了多年。 守着东江湖一湖好水， 资兴人发
现，多年过去，水还是水，没有变成“金”。

“东江湖不仅是一湖水， 还应是一湖
‘金’。”市委书记陈荣伟主政资兴以来，一直琢
磨着怎么把水里的文章做活、做深、做透。

他们把发展旅游业作为调结构转方式的
主攻方向，提出“旅游业振兴计划”，投资 100
亿元实施景区提质、形象提升、产业提速 3 大
工程，推动“观光旅游”转向“度假旅游”转变，
推动“单一型旅游”向“复合型旅游”拓展，推动
“景区经济”向“服务经济”融合，旅游业在国民
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升。 2013 年，资兴旅游收
入 38.76 亿元，同比增长 19.45%。

做大城区经济， 创建全国生态文明城市、
最美最靓中国水城、国家卫生城市“三大品牌”
———

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是资兴永续发展的重
要保证。 资兴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第一
位，发展“两型”产业，建设“两型”城市，实施
“青山、碧水、净土、蓝天”工程，继续推进城乡
绿化攻坚，推动城市全面转型。

大力建设“最美最靓中国水城”。资兴发挥
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优势，彰显临江环湖、河汊
广布的“水城”特色，强化“绿、水、城”的融合，
加快建设“水清、岸绿、景美”的“中国水城”。

积极争创“国家卫生城市”。 着力加强城
市功能配套，完善城市公共服务，增强城市
综合承载力。 积极推进城市综合管理信息
化、数字化建设，做到建管并重，同步推进城
市规模与管理层次，同步提高城市品位与市
民素质， 力争 2014 年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一
举成功。

补齐短板拉长短腿，用好
改革红利，加快统筹城乡发展
步伐

每看一次资兴市小康社会建设的各项指
标， 市委书记陈荣伟的忧患意识就要绷紧一
次，追和赶的姿态、拼和闯的决心也一次比一
次坚定。

资兴农村人口多，山区面积大，城乡基础设
施差别、城乡贫富差距、基本公共服务差异依然
明显； 为了保护东江湖水生态系统， 环湖区域
“有树不能砍、有湖不能渔、有地不能垦、有矿不
能采”；农村垃圾集中处理率、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现程度差距
较大，是亟待攻克的三个薄弱环节。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市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领导小组副组长、市委办主任曾建华
说，要补齐短板拉长短腿，除了统筹城乡发展，
别无他途。

统筹城乡发展，资兴有“金字招牌”。去年，
“全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试点”落户
资兴。乘政策东风，资兴自我加压，推进城乡规
划建设、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创业
就业、社会管理 6 个“一体化”， 抓重点、破难
点、出亮点，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

改革，成为贯穿资兴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一
条鲜明的主线———

资兴市强力推行“城乡户籍制度”、“农村
产权制度”和“权利置换制度”改革，开启了一

次次破冰之旅。
在资兴，户籍制度“无城乡差别”，农业户

口、非农业户口取消了，全部按照实际居住地
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确权登记工作积极开
展，农村产权评估机构和农村产权运行平台搭
建起来，农村产权有序流转，农村土地信托流
转机制正在探索建立；在东江湖周边区域推行

“权利置换制度”改革，引导居住高度分散、生
存条件艰苦又不愿意放弃农业生产资料农户
进行移民搬迁，鼓励用生态资源用益权异地置
换城镇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城镇就业岗位等
发展资源，建设生态移民小区。

“统城乡”，难点是“人到哪里去、钱从哪里
来、土地怎么管”———

“人到哪里去”？ 实施“生态移民”。 资兴大
力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分步引导生态保护
区、地质灾害点易发区、人口居住分散区的农
民向中心村、中心镇、中心城转移集聚。

“钱从哪里来”？拓宽“融资渠道”。资兴创新
方式方法，提供公平竞争机会，创造良好市场环
境，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充分发挥
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带动社会各个
层面的力量共同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土地怎么管”？ 盘活“资源存量”，严控增
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切实提高城镇建设用
地集约化程度。探索建立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机
制， 鼓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农
业企业等流转，提高土地利用率。

“统城乡”，一系列举措正着力解决城乡发
展不全面、不协调、不持续问题，缩小城乡、区
域、贫富差距———

“十镇百村”工程强力推进，资兴准备用 3

年时间着重把 10 个乡镇、100 个村打造成统
筹城乡发展示范点和示范带；着力打造一批旅
游名镇名村、种养名镇名村，黄草“潇湘风情水
镇”、兴宁“时代符号特征小镇”、汤溪“温泉旅
游特色小镇”、三都“工矿旅游特色小镇”、州门
司“山珍交易平台小镇”等一批特色镇建设正
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目光；大力实施“村村通
达”工程，全面推进水、电、气、信息、环保等城
镇基础设施向农村腹地延伸。

不简单地以指标数值代替
群众感受，推进民生工程，让
群众安全安心安逸

在资兴市唐洞街道茶坪瑶族村， 一幢幢住
宅楼拔地而起。 村民赵大爷高兴地说：“没想到
我们也能住到城区来，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

茶坪瑶族村民原来居住在海拔达 800 米
的罗仙岭上， 因原居住地存在地质安全隐患，
该村共 371 户实行整体拆除异地重建，村行政
区域整体划入唐洞街道管辖。 现在，第一期工
程 13 栋住房已竣工， 一个具有瑶乡特色的靓
丽新村即将建成。

“全面小康是民心工程，不能以总体代替
局部，不能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更不能简单
地以指标数值代替群众感受！ ”市长贺遵庆的

话语掷地有声。
近年来， 资兴市大力实施交通、 公交、教

育、卫生、就业等民生工程，小康的成就写在了
老百姓的笑脸上。

住房是民生之要———
大胆探索乡村建房新路径、新模式，根据各

地实际情况，坚持“一户一宅、宜改则改、宜建则
建、宜迁则迁”的原则，分别实行拆旧建新、旧房
改造、整体搬迁等模式，解决“不宜建房、建不起
房、不会建房”等问题。 目前，该市已有 6464户
农民、6243户移民搬迁户住上了新房，4109 户
危房户完成了危房改造。

交通是民生之盼———
“现在的清江水果，比以前更好卖了！”资兴

市清江乡村民张小林告诉我们，清江柑橘、蜜桃
枇杷等小水果近年来越来越畅销， 除了其品质
好的原因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乡村
公路的畅通，路好了，橘子自然就好卖了。

铺下的是路，连接的是心，通达的是富。近
年来，资兴市投入资金 2.2 亿元，大力加强农
村公路建设，硬化乡村道路。目前，农村公路总
里程达 1823 公里， 全市 266 个行政村中有
264 个村实现了通水泥路， 实现了 100%的乡
镇通水泥(沥青)路，行政村通畅率达 99.2%，
24.3 余万农民群众直接受益。

教育是民生之基———
从去年开始，该市 4701 名高中学生免交

学费。 将义务教育免费阶段延伸到高中三年，
这是郴州首个，也是继韶山市之后湖南省第二
个实行高中免除学费的县（市）。 同时，资兴市
对职业中专学生实行“三免一补”，免除这些学
生的学费、生活费、宿费，并补助实习。

就业是民生之本———
大力实施“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通

过政府的制度安排和财政支持，为全市新增劳
动力、下岗失业、自由择业的每个家庭培养一
名掌握 1-2 项就业技能的产业工人。 目前，已
举办电焊、电工等各类实用技术培训 532 期，
培训人数 26299 人，实现新增就业 12121 人。

平安是民生之盾———
全市 20 个乡镇(街道)设立了“一个平台

受理、一个流程管理、一套体系监督”的综治信
访维稳中心，全市 287 个村、社区建立了综治
信访维稳工作室。2013 年 6 月，资兴市被中央
综治委授予“2009———2012 年度全国平安建
设先进市”， 并荣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最
高奖项———“长安杯”，成为我省首个获此殊荣
的县（市、区）。

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达 100%，高中阶段
毛入学率 92.84%， 行政村客运班线通达率
96.54‰，空气质量达标率 100%，地表水质达
标率 100%，农村垃圾集中处理率 96.15%，城
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3.27%……一组组数据
见证了资兴人的幸福。

城在景中，人在画中，春日的资兴，一幅小
康社会的画卷正徐徐舒展。

回首来路，资兴挥洒汗水，收获喜悦；放眼
前程，资兴铆足干劲，共筑小康！

资兴人建小康的劲头，从未像今
天这么足———

一个个企业破土动工 , 点火投
产，一个个旅游活动人气爆棚，一个
个特色乡镇建设如火如荼……

与快的赛、与高的比、与强的争，
“大干新三年”，资兴豪气干云；沉下
身、沉下心、沉下力、沉下事，把嘴上
说的、纸上写的、会上定的，转为工作
力度，“冲刺百强县”，资兴健步前行。

“建小康，目标在于‘建成’，关键
在于‘全面’。 必须从最薄弱的环节、
最困难的群体着手，确保监测指标和
群众认可度‘双达标’。 ”市委书记陈
荣伟的一席话，道出了资兴推进全面
小康社会建设的决心。

罗霄西麓，东江湖畔，砥砺奋进，
气象一新。 以改革为动力，40 万资兴
人民正一步一步接近自己的 “小康
梦”———

2013 年，资兴市年终综合绩效评
估居郴州第一，综合经济实力位居全
省五强。 根据省统计局最新试测数
据，资兴市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在全省
二类县市中名列第一。

“潇湘风情水镇”———黄草镇

移民解困避险搬迁安置点———东江街道星红村乌二组占地 15 亩，共安置移民 40 户 139 人

资兴大力打造“最美最靓中国水城”。 图为美丽的东江湾。

资兴开发了冰糖橙、葡萄、东
江梨、蔬菜等富民产业。

培训助推产业发展。 图
为三文鱼特色厨师培训。

（本版图片由资兴市委宣传部提供）

来早小康资兴
谢古 何志强 刘晓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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