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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经济“增长极”

新晃工业发展历史悠久。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就已基本形成门类齐全的工业
产业体系。

2004年， 作为新晃传统产业支柱和财
政支撑的新晃卷烟厂因政策性原因关闭、新
晃汞矿因资源枯竭破产关停，新晃原有的产
业体系基本瓦解，经济社会发展步入了历史
性低谷。

面对重挫，新晃人没有退却，更坚定了
发展工业的信心和决心。 新晃侗族自治县
县委、 县政府坚持把工业作为发展县域经
济的第一战略来推进。

好风凭借力，合作闯新路。国家实施武
陵山片区扶贫攻坚战略，新晃抓住机遇，顺
势而为，乘势而上，与贵州大龙经济开发区
开展省际工业协作，组建“大（龙）新（晃）经
济协作示范园”，为武陵山片区合作开发探
索出了新的路子。

走进位于新晃鱼市镇的新晃省级工业
集中区， 感受到一座现代化工业新城正在
这里崛起。 园区规划总面积 10.55 平方公
里，建成面积达 3.14 平方公里，初步形成
了以矿产品精深加工、农副产品精深加工、
生物医药、金属材料、电子科技为主导的新
型工业体系。

目前， 集中区入驻企业 61 家。 2015
年，集中区实现技工贸收入 41.18 亿元，实
现规模工业增加值 8.21 亿元。 集中区已入
列湖南省第二批中小微企业创业基地、湖
南省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省级示范基地。 新
晃省级工业集中区、 大龙省级经济开发区
跨省共建的“大（龙）新（晃）经济协作示范
园”，正联合申报国家级经济开发区。

栽有梧桐树，引来凤凰栖。新晃在做好
传统优势产业技改升级的同时， 重点引进
新兴产业，加快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光
电产业园。

今年来， 湖南宝悦公司投资 10 亿元
年产 5 万台新能源特种电动汽车项目、年
产 3 亿瓦时锂离子动力电池项目、 安徽宝
岛新能源汽车项目、 南松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日产 3 万片手机玻璃盖板项目等新兴产
业相继落户新晃。 新能源汽车产业配套联
盟等一大批项目正在洽谈对接。

建设湖南向西开放桥头堡前沿阵地，
打造湖南沿边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 新

晃人先行先试，在全省做出了样板。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今年，新

晃承办了中西部民族地区首届创新创业大
赛，吸引了全国 600 多个项目“打擂”。 为
引导各种创业创新主体扎根新晃， 新晃出
台了奖励扶持办法， 设立了 3 亿元工业产
业发展基金。“解开抗衰老密码”“快乐社
区”及多个环保项目落地新晃，将对新晃资
源精深开发、生态旅游打造以及产业转型、
绿色发展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传统工业迅速转型， 传统农业快速升
级。经过多年的努力，新晃多具地域特色的
现代农业初具规模， 舞水、平溪、西溪流域
生态农业基地和龙溪现代农业科技园已启
动建设，老蔡、小肥牛、永益、润泽、龙脑公
司等龙头产业迅猛发展。新晃黄牛肉、右旋
龙脑樟先后被列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 新晃侗藏红米入列中国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 为目前我省唯一一个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示范区。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仅新晃黄牛肉，
2015 年全县牛肉加工能力达 1 万吨，实现
产值 6.8 亿元， 全县农民人均养牛纯收入
达 1435 元。 新晃还专门建设了以新晃黄
牛为主体的食品加工园， 引导黄牛等加工
企业集聚发展。

山水意境新侗乡

“既要经济发展，更要绿水青山。”这是
新晃人一直以来坚守的信条。

新晃山灵水秀，生态良好，森林覆盖率
达 69.07%，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全国
最佳休闲旅游县。

新晃确定了“宜居、宜业、宜游”的城乡
建设发展思路，以县城为突破口，按照“依
山傍水”“显山露水”“青山绿水”的理念，邀
请园林绿化、文物保护、城市规划建设专家
建言把脉，着力打造山水意境新侗乡。

经反复研讨，将新晃建设成“湘黔边界
重要的工业与边贸城市， 武陵山经济协作
区重要的旅游集散中心和生态休闲度假目
的地，中国宜居的山水园林城市”的总体目
标浮出水面。做强晃州镇城市核心，以 舞水
为城市主轴，建设城北、发展城西、经营城
东、完善城南。

“建设城北”，即以鼓楼广场为中心，重
点推进 舞水风光带、黄家垄森林公园扩园升

级、燕来寺 3A 级佛教文化园创建、梅子坪
民族风情体验及现代农业科技园等项目，
连接高铁新区板块，全面建设大城北。“发
展城西”，即沿 舞水西进，重点推进沙湾滨水
新区、黄鳝垅新区建设，打造城市新亮点。

“经营城东”，即以湘黔边界物流中心、
黄牛产业文化园为重点， 全面提升胜利大
桥至新晃大桥段的建设与管理水平。“完善
城南”，即以晃山新城、水岸龙腾、 舞水外
滩、 舞水星城等城市综合体建设为重点，推
进旧城改造。

夜幕降临，城区华灯齐放，五光十色，
蔚为壮观； 舞水河长堤上，灯盏如星，岸边
的亭榭、绿树与城市灯火倒映河面，交相辉
映；一栋栋高楼外墙上变幻的霓虹灯，勾勒
出建筑雄伟的轮廓， 把城市装扮得流光溢
彩；风雨桥上，游人如织，感受侗民族的文
化魅力。

大手笔谋划、 大项目支撑、 大力度推
进，新晃县城“颜值”惊艳巨变。

今年来， 新晃实施城建项目 16 个，完
成投资近 10 亿元。 城北大开发，城西沙湾
滨水新区、黄鳝垄新区、高铁新区，以及城
南城市综合体 3 大片区系列项目全面推
进，晃山新城、水岸龙腾等重点商住小区依
次铺开，县城供水设施扩建、污水管网、集
中供气、防洪堤等重点市政工程、县城建筑
立面风貌改造工程全面完工， 黄家垅森林
公园仿古修复一新， 燕来寺佛教文化园正
式竣工，沿河风光带、城市景观绿化、美化、
亮化工程，全面提升城市品位。

在城市建设中，新晃人严禁破坏山体、
植被和水系，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舞水河两岸， 看不到任何遮挡视线的
建筑物，木栈道、人行桥、游步道、绿道、景
观及人文小品有机融入其中。 新建成的城
北 舞水风光带， 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新去
处，行走其中，“城中有画、画中有山、山中
有水、水中有城”的美景跃然眼前。

鼓楼广场是 60 周年县庆的主会场，鼓
楼广场区以旅游休闲、商务办公、会展、文化
娱乐、生活居住功能为主导。 城东现代商贸
物流中心柏树林食品工业园， 一个加工产
值过 l0亿元的湘黔边界现代化、园林化、标
准化的肉牛特色食品加工基地及流通中心
为县城添新景；高铁新区将成为集商业、商
务、办公等为一体的综合体，未来城市发展

新动力的景观门户。
今年 10 月上旬， 新晃成功创建省级

园林县城， 继 2012 年成功创建国家卫生
县城后新晃又添一张城市新名片。目前，省
级文明县城以崭新的姿态等待最后的检
验。

一座既体现侗族风情， 又彰显无穷现
代魅力的晃州新城正在形成。

文化引领新生活

新晃山川秀美，民风淳朴。这里古镇文
化、 红色文化以及原始稻作文化、 民俗文
化、侗傩文化保存良好。

新晃将民族文化融入各个领域建设之
中，让全县各族群众欣赏到更多高品质、接
地气的文艺精品，又凸显了新晃的山美、水
美、人美、风情美和建设成就美，人们在享
受文化服务过程中发现美、感知美，增强自
豪感和自信心，提升获得感、幸福感。

龙溪古镇， 沅水 3 大码头之一， 素有
“小汉口”之称。古镇融古建筑窨子屋、吊脚
楼等建设精华，石板街、花街路工艺精美，
这里集红色文化、商道文化、宗教文化于一
体，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2014 年，龙溪古镇保护与开发建设正
式启动，总占地 2 平方公里。 2 年多时间，
完成古镇范围内的基础设施提质改造、临
河建筑立面改造、恢复了春和瑞、青藤园、
若水居等集休闲、品茗、餐饮于一体的特色
民居。

“宝丰金号”、“刘同庆油号”、“龙溪书
院” 等古建筑修缮一新。“清匪反霸纪念
馆”、“新晃人物展览馆”、“新晃油脂展览
馆”、“新晃民俗体验馆”、“便水战役展览
馆”、“梁思成旧居展览馆”等展馆群建设基
本完工，“龙溪古镇大博物馆”初现雏形。

灯光开启，夜幕下修复后的古镇尤如一
颗耀眼的明星， 焕然一新的龙溪口码头广
场，流光溢彩，群众在广场上载歌载舞，古镇
的无限魅力和老百姓幸福生活得到了最大
的彰显。

打造群众幸福生活，文化主导是关键。
敢于创新的新晃人在传承宝贵的民族文化
的同时，融入时代特征，与时俱进，发扬光
大。

按照“小县办大文化”的文化建设发展
思路，城乡兼顾统筹发展。在县城，投资 2亿

多元， 举全县之力建设了城北 舞水风光带、
鼓楼广场，形成了 舞水印象、侗锦广场、廊桥
听乐、象鼻吸波、水车广场、鼓楼广场等景
点，市民生活休闲幸福指数极大提高。 在乡
村，以建设“百里侗民族风情走廊”为突破
口，新建独具特色的鼓楼 14 座、风雨桥 15
座。文化戏台广场 9个，展示馆 4个，带动发
展特色酒饭庄 7家。

新晃侗族傩戏久负盛名，是国家首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新晃投资将原来的电影院改
造成傩戏剧院，让民族文化精华在这里尽情
上演、释放。 为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
求， 依托新晃市民服务中心建设， 总投资
1.38亿元， 配套建设了现代化的文化馆、图
书馆、规划馆、博物馆，形成了新的文化中
心。

同时，狠抓民间传统文化抢救、保护。
通过挖掘、整理、保护，目前全县拥有国家
级非遗保护项目 1 个， 省级 2 个， 市级 7
个。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 处（23 个点），市
级文物 3 处。 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2 个，湖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2 个，省级
历史文化名村 1 个，3 个侗寨被列入全国
传统村落保护名录。

让文化引领群众生活， 举办活动至关
重要。

近年来， 新晃依托浓郁的民族文化和
良好的生态环境， 先后多次举办全国汽车
场地越野赛、帐篷节、国际马拉松等全国性
大型文体活动。 充分利用三月三、六月六、
九月九等地方传统节日，举办偿新节、土地
节、晒龙袍、龙舟赛等民俗文化活动。 并全
年开展以广场舞、健身操、侗乡锣鼓为主的

“欢乐潇湘·幸福怀化·美丽新晃” 系列活
动。

今年，该县先后举办“庆三八·迎县庆”
广场舞大赛、“庆五一、迎县庆”群众文化
活动、“百姓大舞台， 有我更精彩” 演出活
动、春节闹年锣大赛、元宵文艺晚会及“欢
乐潇湘·幸福怀化·美丽新晃” 乡镇春节文
化活动等。 还紧紧围绕“美丽侗乡·幸福新
晃”主题，积极开展“拍新晃、写新晃、画新
晃、 唱新晃”“四个新晃” 县庆主题系列活
动，吸引了当地数万群众参加。

东风浩荡满眼春，跨越发展正当时。
一路奋进，一路执着，一路逐梦。 时代

的节点上，雄浑的号角里，新晃人豪迈踏上
新征程。

——— 写在新晃侗族自治县成立 60周年之际

魅力 展新姿乡侗肖 军 黄 巍 彭宏高

岁月沧桑一甲子，山河峥嵘六十
载。

金色 10 月， 乘着 60 周年县庆
的东风，来到侗乡新晃，只见一幅和
谐发展的美丽画卷展现在眼前：路网
四通八达、高楼鳞次栉比、山岗果蔬
飘香、工地机器轰鸣……强烈感受到
新晃“强工壮农、兴城活旅、生态和
谐、协调发展”战略的无穷魅力。

满眼看不尽景象翻新，笔墨书不
尽辉煌巨变。60 年来，在党的民族政
策光辉照耀下，新晃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可喜成就，文化、教育、卫生、体育
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城乡面貌
焕然一新，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社会
稳定、民族团结。

新晃， 一方富有灵气的土地，一
块开放开发的热土。 这里，到处充满
着奋发向上的青春活力，到处涌动着
科学发展的滚滚春潮。

新晃，正成为五溪大地一颗冉冉
升起的璀璨明珠。六十甲子谱华章，美丽侗乡铸辉煌。金

秋十月，硕果累累，新晃侗族自治县迎来了
六十华诞。

新晃侗族自治县成立于 1956 年，旧
称晃州、晃县，地处湘黔边界，南西北三
面与贵州接壤，素有“湘黔通衢”、“滇黔
咽喉”之称。 全县总面积 1508 平方公里，
辖 9 镇 2 乡 137 个行政村。 总人口 27
万， 少数民族占 86.7%， 其中侗族占
80.1%。

六十年的峥嵘岁月， 是一部科学求
实、 埋头苦干的创业史， 是一部与时俱
进、 勇于创新的改革史， 是一部攻坚克
难、 负重前行的拼搏史， 是一部团结协
作、和衷共济的奋斗史。 六十年来，在中
央、省、市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支持
下， 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 历届县
委、 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人民锐意
进取， 有力促进了全县经济社会全面协
调发展， 为未来创造新的辉煌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经济实力稳步提升

县域经济快速发展。 2015年，全县实
现国民生产总值 49.45亿元， 较 2006 年
增长 308%，年均增长 16.9%；实现财政总
收入 3.65�亿元，较 2006年增长 562.9%，
年均增速为 22.4%。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为 15865 元、6003 元， 较 2006
年分别提高 10111元、4490元。

新型工业提速增效。 新晃工业集中
区于 2008 年 9 月开工建设，2012 年 11
月经省政府办公厅批准设立为省级工业
集中区， 总体发展规划面积 1055 公顷，
包括前锋工业园（含酒店塘化工区）和柏
树林食品工业园（含暮山坪医药加工
区），同时配套鱼市生活物流区、林冲生
活物流区和工业废渣场。目前已开发 314
公顷，初步形成了以矿产品精深加工、农
副产品精深加工、生物医药、金属材料、
电子科技为主导的新型工业体系， 工业
在县域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凸显。
同时，积极探索跨省合作新模式，大（龙）
新（晃）经济协作示范园成为跨省“融园”
协作新亮点。

现代农业成效显著。 大力发展新晃

黄牛肉、龙脑樟、侗藏红米等特色产业，
新晃黄牛肉、 新晃龙脑相继成为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侗藏红米种植系统”
入列“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新晃入
列全国肉牛标准化养殖示范县， 入列全
省粮食生产先进县，获评全国首批、湖南
首个国家地标产品保护示范区。

第三产业日趋活跃。 2015 年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91 亿元， 较 2010
年增长 114.48%。 城北舞水风光带、平溪
河百里侗文化走廊、燕来寺佛教文化园等
一批重点旅游项目建设稳步推进，连续成
功举办三届汽车场地越野赛、两届帐篷节
和一届国际山地马拉松赛，生态文化旅游
正在成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社会事业加快发展

交通网络日臻完善。 沪昆高铁顺利

开通，新晃进入高铁时代。 国省干道及农
村公路状况大幅改善， 建制村道路通达
率、通畅率达 100%。G242、G320、中兴路
等改造工程有序推进，晃州风雨桥建设、
新晃大桥、龙溪口大桥、狮子岩电站大桥
加宽加固工程顺利完成。

县城扩容提质加快。“宜居、宜业、宜
游”城市建设成效明显。 重点实施城南城
市综合体、鼓楼广场及城北舞水风光带、
沙湾滨水新区、黄鳝垅新区、高铁新区等

“城建十大工程”。 县城框架从 2010 年的
5.5 平方公里扩展到 10.5 平方公里，城镇
化率由 23.4%提高到 34.4%。县城背街小
巷改造及供水供电供气、公共绿化、环卫
设施、美化亮化等公共设施全面升级，城
市建设与管理水平大幅提升，获评“国家
级卫生县城”。

农村基础不断夯实。 全面完成病险
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防汛抗旱保障能力
进一步增强，解决了 9.6 万农村人口安全
饮水问题。 农村电网改造覆盖面达到
100%，互联网入户率明显提高。 深入实
施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治理、 新农村示范
村以及“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建设，入列
国家生态功能补偿区，获评“全国生态示
范县”“全国绿化模范县”。

民生事业有新成就。相继实施教育科
技、公共文化、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土地
整治、 地质防害治理等一大批民生工程。
在全省率先实施教育“双安工程”，在全市
率先完成合格学校建设，学校面貌及师生
教学生活环境大幅改善，教育质量全面提
升，稳居全市第一方阵。 医疗卫生事业普
遍加强，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实现全覆盖，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达 99.4%。 大力
推进精准扶贫， 贫困人口由 2010 年的
10.45 万人减至 2016 年初的 33404 人，
贫困发生率由 43.6%下降至 13.93%。 民
生事业工作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实现多
个第一： 在全国率先建立社会大关爱机
制， 实现全县困难家庭及人员关爱全覆
盖； 在全国第一个实施免费午餐试点，并
入列第一批全国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
计划试点县；在全市率先试点参合农民乡
镇住院医疗费用实行起付线后全报销，在
全省率先实行农村妇女免费分娩；在全省
率先实行城乡无差别化的大病救助。

各项改革深入进行

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先行先试。扎实推
进 9大类 43项改革，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
利。

政府机构由 53 个精简为 22 个；全

县 23 个乡镇调整为 9 镇 2 乡， 减幅达
52%；296 个行政村撤并为 137 个， 减幅
达 53.7%， 是全省撤并率最高的县（市、
区）之一。 新晃工业集中区成为全市园区
改革试点，授予其相对独立的人权、事权、
财权。 实施行政审批会审、会签、会办制
度，取消行政审批项目 59 项，减少行政审
批项目 165项，向乡镇简政放权 37项。建
成全市条件一流的市民服务中心，58 个
办事服务窗口进驻集中办公，为群众提供

“一站式”服务。 金融改革取得实效，农村
商业银行正式挂牌运营，获评省级“金融
安全区”； 组建新晃经源黄牛产业发展投
资有限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共同探索金
融扶贫新模式。 荣评“全国人口和计生优
质服务县”，连续 10年保持省级模范。 在
全省率先启动“诚信计生”工作，新晃模式
向全国推介。

民主法治扎实推进

依法治县全面开展。 县人大及其常委
会坚持服务中心大局，行权履职精准有力，
依法监督“一府两院”规范有效，制定出台
全市首个文化保护地方条例———《新晃侗
族自治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地
方立法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县政协认真开
展政治协商，积极督办政协提案，组织开展
考察活动及重点课题调研， 参政议政效果
明显。

基层民主建设加强。 进一步扩大基
层民主， 以健全完善民主管理和公开办
事制度为重点， 创新性提出民主议事制
度， 有序引导广大群众参与各项重要工
作决策、执行、监督、评价的全过程，继续
搞好党务、政务、村务公开。

社会管理有新亮点。 广泛动员和组
织群众依法参与社会管理，充分发挥村、
社区等基层组织的作用， 完善社会管理
格局。 以城乡社区为载体，以居民需求为
导向，整合人口、就业、社保、民政、卫生、
文化等社会管理职能和服务资源， 实现
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
和良性互动。

社会治安平稳有序。 全面构建社会
治安“天网”防控体系，组织开展“三打三
防”、“蓝盾行动”、“百日竞赛” 等专项打
击整治行动， 省市综治民调排名大幅上
升。 大力推进“平安新晃”创建，与贵州周
边县市建立联打、联防、联调、联治、联
创、联谊“六联”工作机制，确保边界安定
和谐。 连续 12 年被评为省市社会管理综
合治理先进县， 连续 8 年保持为省级平
安县，群众安全感持续提升。

党的建设全面加强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各级党组织的
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全面加强。 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三严三
实”、“两学一做”专题教育成效显著，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民调全省第
一，“四风”积弊得到有效整治，同时，使
全县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
修养进一步提高。结合机构改革和乡镇
区划调整工作，进一步选优配强领导班
子，注重关怀基层一线干部，出台《关于
建立乡镇工作人员激励关怀机制的意
见》， 促进乡镇人员安心基层、 奉献基
层。 配强基层“带头人”，集中整顿软弱
涣散基层党组织，改造和新建村级组织
活动场所，基层基础不断夯实。 开展党
代会年会制和党代表常任制试点，得到
省市高度肯定。 党风廉政建设全面加
强，切实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
九条规定，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全
面落实，严肃查处违纪案件，干部清正、
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良好局面初步形
成。

六十年风雨兼程，六十年春华秋实，
六十年沧桑巨变。 六十周年县庆，让新晃
侗族自治县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高度
和起点。 未来，新晃将面临着不少的竞争
压力和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
自身发展还亟需加强。 但与此同时，我们
也清楚看到，国家“一带一部”、“中部崛
起”、“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
坚”，省委“一核三极四带多点”布局，市
委“一极两带”、“一个中心、四个怀化”战
略布局，为新晃提供了全新的定位，带来
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以六十周年县庆为新起点、 新动力，
新晃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四个全面”发展布
局，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坚持“强工壮农、兴城活旅、生
态和谐、协调发展”的发展思路，以脱贫攻
坚总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全力推动经济
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改善人民生活，增进
人民福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建设
湖南向西开放桥头堡前沿阵地。

回望历史，我们无限感慨。 展望未来，
我们信心坚定。未来，新晃人民一定会抢抓
机遇，加快发展，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步伐， 不断开创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富民强县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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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兼程六十载 扬帆追梦谱新章
中共新晃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 梁永泉
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 陆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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