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差异发展 园区引擎强劲◆

宇晶机器在新三板成功挂牌； 瀚鑫机械
与湖南大学产学研合作， 成功研制全国首台
智能环卫车； 新材料产业园与央企中核投资
公司签订协议，采取“PPP”模式建设……今年
来，资阳区长春经开区喜讯不断，好事连连。

作为资阳区新型工业化的主战场， 长春
经开区突出差异发展，打造特色产业园区，园
区实力不断增强，成为 18 个省级重点工业开
发区之一。 通过加快产业集聚，形成了以装备
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食品加工为支柱的
产业体系。 今年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 45 亿
元，占全区规模工业增加值总量的 80%，比去
年增长 14.5%。

长春经开区电子产业园是省“135”工程
重点创新创业园区， 也是全省唯一的印刷电
路板产业特色园区。 以奥士康为龙头，已聚集
明正宏电子、卓邦科技、超胜电子等 10 余家
电子类企业。 目前，园区一期 1200 亩已基本
建成，2015 年预计工业产值可突破 20 亿元，
创税 1 亿元。

新材料产业园是长春经开区以新材料产
业发展为重点的“后起之秀”，以鸿源稀土为
龙头，引进国内一批新材料产业深加工、配套
上下游企业，形成特色园区。 该园区计划 5 年
内实现产值 60 亿元以上， 税收过 5 亿元，打
造成为全国知名稀土材料及关联产业集群的
特色园区。

为了应对新常态给园区和企业带来的影
响，从今年 7 月份开始，资阳区上下联动开展
企业“帮扶行动”。 到 12 月下旬，共协助企业
解决问题 65 个。 帮助三木电气、皇爷食品、恒
辉电阻等一批企业解决生产用地难题； 协助
口味王、 皇爷等 35 家企业融资 10.5 亿元；协
助企业招聘普通员工 1000 多人，招聘高端紧
缺人才 154 人。

与此同时， 强势推进重点工程依法征拆
攻坚行动。 今年共完成征地 1041 亩， 签约
184 户，拆迁房屋 181 栋。 白马山路延伸线 59
天完成 59 栋房屋签约，创造城区村民房屋拆
迁新纪录；煜田食品、电子类标准化厂房三期
等项目 87 户多年应拆未拆的“难签户”成功
搬迁，园区项目建设环境明显改观。

长春经开区正发展成为拉动资阳区域经
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劲引擎。 湖南红联农业
投资开发公司经理王成君曾经在南京、 广州
等地经营农贸市场， 有 30 多年的经营经验。
他和朋友一起来资阳， 建起了湖南红联农产
品冷链物流益阳项目， 他们看中的正是资阳
区的区位、资源优势和良好的园区服务环境。
目前， 项目一期的 3 万吨冷库、2 万平方米地
下停车库已建好，406 个商铺已发售，2016 年
上半年将正式营业。 该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容
纳 2000 多户商家进场经营，市场辐射范围可
覆盖湘中、湘北地区并延伸至省外，年交易额
逾百亿元，创利税 2.4 亿元，直接解决 1.5 万
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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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资阳区益阳大桥施工现场，我们
看到上百名工人正在抢抓工期加紧桥墩桩基
施工。益阳大桥是益阳市中心城区的过江通道
之一，也是国道 319 线在益阳市城区局部改线
后跨越资江的公路特大桥。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 资阳区将交通建设
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急先锋”， 经济发展的
“先行官”，优先发展。据了解，继去年交通大会
战贯通资北干线后， 资阳区为形成外联内拓、
水陆并行的立体交通网络，更加突出发展区位
优势，今年确定“三路一桥一站一码头”为交通
建设重点项目。“三路”即资北干线、G319 益阳
南线绕城高速、益南高速资阳段。“一桥”即益
阳大桥。“一站”即长常高速幸福渠收费站。“一
码头”即资江清水潭千吨级码头。目前，上述项
目建设进展顺利。

如果说“三路一桥一站一码头”是破除阻
遏经济建设发展瓶颈的话，“一江三路”综合整

治则提升了城市的品位。
“一江三路”涉及到资阳区资江河道中心

城区段，益沅线、G319 国道及迎风桥、长春镇
2 个高速公路入口地段。 我们在益沅线资阳段
看到， 公路两侧 16 米范围内的广告牌和违建
棚亭经过集中大整治已拆除， 乱堆乱放物、杂
树、杂草已清理干净，正在进行生态景观带建
设。 据了解，益沅公路生态景观带将结合洞庭
湖区的特点，因地制宜选择水杉、香泡、香樟、
紫薇作为主打树种，适当培植木槿花、紫荆花
等灌木。 此项工程完工后，益沅线不仅是一条
连接资阳和沅江的交通要道，也是一条独具特
色的水乡生态风景大道。

“一江三路”综合整治加速推进了“大益
阳”城市圈建设，半城绿树半城楼的生态景观
建设则使城市更宜居。资阳区正在将境内长常
高速、319 国道、 资北干线等交通干线全部高
标准打造成绿色生态走廊， 其中， 资北干线

56.7 公里的绿化一年成形，成为市级乃至省级
样板工程。

资阳区大码头街道金花坪社区居民黄建
初说：“我觉得资江沿江风光带比较美， 卫生
和绿化、亮化都搞得好。 ”目前，资阳区新建
了鹅羊池公园、金花公园、幸福公园等 3 个公
园广场、52 处街头绿地， 完成了 8 公里沿江
风光带、17 条城区主干道以及 30 余条精品
背街小巷的绿化美化， 城区绿化覆盖率达
38.2%。

在乡村绿化美化建设方面，全区 102 个行
政村进村道路两侧、 周边水系沿岸以及资江、
黄家湖、迎风水库等水系湖泊周边沿线均进行
了绿化。 在 6 个乡镇中，有 3 个乡镇成功创建
为市级绿色乡镇。投资 2 亿多元打造的黄家湖
国家湿地公园， 以及绿亚景观生态园等项目，
使资阳区的生态环境和宜居环境得到了极大
的改善，群众生活更加舒畅。

走进长春镇保安村， 迎面而来的是一片
姹紫嫣红， 花卉苗木基地面积达 1300 多亩，
令人目不暇接；湿地垂钓水面次第排开，秀美
的风光令人流连忘返。 该村是资阳区重点打
造的一个省级美丽乡村示范点。2015 年，资阳
区整合扶持资金 1900 万元，用于保安村“一
环”（环村公路）、“一轴”（中心轴线）、“一中
心”（村级活动中心 ）建设。 到 11 月底，环村
公路和中心轴线的路基已拉通， 即将进行路
面沥青铺装，占地 10 亩的村级活动中心启动
建设。 据村委工作人员介绍，保安村将充分发
挥区域优势和资源优势，打造“创业、创新、创
意、创客”电子商务生态城。

相距不远的益阳湖乡情生态农业科技示
范园，与保安村构成了新农村建设的“双子星

座”。 总面积 3000 亩、总计划投资 6 亿元的示
范园区里鸟语花香，风景怡人。这里占地 1100
余亩的湿地公园，全省面积最大。 在 1800 亩
苗木景观区里， 曼地亚红豆杉、 金丝楠木、榉
木、北美海棠、美国柳粒等名贵树种令人叹为
观止。 而由一栋综合楼和 21 栋别墅组成，按
照五星级标准打造的高档度假村给人以“高大
上”的感觉。 目前，该示范园已成功创建“国家
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 被省旅游局纳
入“全省旅游业 251 重点工程”名录，正在申
报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通过保安村、益阳湖乡情生态农业科技示
范园的示范引领和带动，资阳区统筹城乡工作
风生水起。 近年来，该区完成了长春镇、迎风
桥镇、茈湖口镇、张家塞乡总体规划与全区 6
个乡镇的村镇布局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编
制。 启动了长春镇城乡统筹试点镇、茈湖口镇
新型城镇化示范镇、沙头镇两型社会示范镇和
6 个新农村示范村建设。基本完成所有行政村

“四有两无清洁村”创建和“四位一体”新型基
层组织治理机制建设， 推动了 4 个乡镇 7 个
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 茈湖口镇、迎风桥镇先
后获“全国重点镇”、“省级卫生镇”称号，沙头
镇忠义村、长春镇保安村先后获省级“新农村
示范村”、“美丽乡村示范村”称号。

11 月 23 日，益阳市基层党建工作推进会
的与会人员，参观考察了资阳区迎风桥镇邹家
桥、鲜鱼塘等 4 个村的村级综合服务平台。 资

阳区顺应“互联网 +”时代潮流，引进电商、邮
政平台，结合产业发展，把村级活动场所打造
为村务服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
于一体，电子政务、电子村务、电子商务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村级综合性服务平台，为群众提供
技术指导、产品信息、务工信息等 80 多项服
务业务。

“适势而生，随势而兴”的村级综合性服务
平台，实现了“群众动嘴，干部跑腿”和“数据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得到省委领导的肯定，被
认为是提升群众满意度，实实在在为百姓排忧
解难的创新做法，是农民群众建设美好家园的
一个示范，也是加快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
城乡一体化的有效途径。

12 月 12 日， 投资 1.38 亿元的益阳市人
民医院新门急诊大楼正式投入使用，方便、快
捷、温馨、现代的就医环境，使广大人民群众
能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优质、 便捷的医疗卫
生服务。

资阳区坚持民生为先，为群众办实事、谋
福利。 今年，全区 16 项为民办实事任务圆满
完成，各类民生支出 16.8 亿元，占全区财政总
支出的 72.2%。

住房保障是资阳区惠民生的一大亮点。
在城区，他们全力推进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
今年，共完成棚户区改造 4686 户，城中村改
造 3280 户。15 号地安置小区、锦绣欣城、大汉
资江城分别建有安置房 800 套、564 套和 258
套，主要用于安置棚改被征收户，确保被征收

户能以优惠价格得到满意的房子。 棚改户也
能住上舒适的高楼，实现安居梦。

在农村，资阳区“先急后缓，先易后难”，扎
实推进危房改造。 张家塞乡富民村在工作中
创新办法，整合资源，先后投入 20 多万元资
金， 将原本废弃闲置的村部小学进行提质改
造，安置了 12 户特别困难危房改造户在这里
居住。

资阳区还积极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不让一
个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的征程中掉队。 该区严
格依国家标准来认定贫困对象，按照村民本人
申请、村民小组推荐、村委议事评议、党员干部
识贫确认等程序精准识贫，并扎实开展党员干
部“一进二访”和驻村结对帮扶活动。 今年，该
区有 3643 人实现了脱贫。

依法治区使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
强。 资阳区政府依法履职，依法作为，出台区
政府重大行政决策量化标准和重大行政决策
事项听证目录，聘请专业人士担任政府法律顾
问。 此外，大力推进“农村法制宣传月”、“青少
年法制宣传教育周”、“送法下乡” 和“法律六
进”等群众性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同时，扎实
推进平安资阳建设，不断强化治安、信访秩序
整治和防控体系建设，严厉打击吸毒贩毒、非
法集资等违法犯罪行为，使群众安全感和满意
度不断提升。该区今年继续保持全省“平安区”
称号，并被评为第三批“全国法治县创建活动
先进单位”。 汽车路街道南岳宫社区荣膺“全
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

美好憧憬渐成实，幸福图景美如画。 一个
“活力、美丽、文明、幸福”的新资阳呼之欲出。

“一个下午的参观 ，所见所闻，感到
近几年资阳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
成绩。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我对资阳蓬勃
向上的美好明天充满信心。 ”近日，益阳
市资阳区政协委员陈兰在考察该区部分
重点项目建设时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资阳区继去年被评为全省 “全面小
康经济快进县”后，2015 年主动适应经济
发展新常态，通过兴产业、强基础 、惠民
生、齐发展，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
进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全面小康总体实
现程度达 90%，比 2014 年提高 4 个百分
点， 其中社会发展实现程度达 99.4%，提
高 3.1 个百分点； 民主法治实现程度达
92.4%，提高 0.7 个百分点；人民生活实现
程度达 91.7%，提高 5.6 个百分点。

2015 年资阳区青年创业项目推介会。

新建的迎风桥镇中心小学和幼儿园。

资北干线（资阳段）高标准完成安保、
绿化、智能等配套工程。

益阳首届艺术灯会暨迎春庙会近日
在皇家湖开幕，将持续至明年 2 月底。

益阳长春经济开发区被授牌为第一批湖南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大道向前 城市品位提升◆

◆示范引领 城乡统筹给力◆

◆成果共享 民生福祉改善◆

远眺益阳市资阳区城区。

（本版图片由资阳区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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