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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更宜居：精心构建山水园林
精品县城。 全县森林覆盖率保持在 67%以
上，城镇绿化率达到 40%以上，城镇生活
污水处理率达到 95%以上，社区标准化率
达到 100%， 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置率达

到 80%以上。
●“收入”更可观：到 2017 年在全市

率先脱贫摘帽。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9000 元。

●“教育”更均衡：强化教育投入保障
机制，推进标准化学校建设。 调整优化县
城教育布局，打造优质教育品牌。 坚持城
乡教育均衡发展， 强化农村支教激励政
策。

●“医疗”更贴心：完善覆盖城乡的基
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落实基本药物制度。
谋划实施健康产业园项目建设。 实施生育
关怀工程。

●“出行”更便捷：推进农村客运公交
化、城乡客运一体化、交通监控智能化。 实
施国省干线动脉工程。 实施农村公路毛细
血管工程。完成重要县乡道路建设、农村公
路提质改造、贫困村道路建设、行政村道路
建设。

●“网购”更方便：实现县城及景区、集
镇宽带网络全覆盖。 完善县域物流配送体

系，打通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
进城“最先一公里”。

●“文化”更丰富：实现农村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建设全覆盖。 以“幸福中方·百姓
舞台”为阵地，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生动活
泼的群众文化活动。实施全民健身工程，推
进全民阅读普及。

●“旅游”更繁荣：创建“全国全域旅游
示范区”。争创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
范县。实施“旅游 +”行动计划、地方旅游商
品品牌创建行动。

●“保障”更全面：建立社会保险、社会
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覆盖城
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扎实推进保障性安居
工程， 全面完成城镇棚户区和农村危房改
造及公租房建设计划。

●“社会”更公平：坚持依法行政，严格
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依法防范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
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 畅通和规范群众诉
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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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捷灵 汤惠芳
城市升级，产业提速，环境优化，民生

改善……翻开中方县五年来的成绩单，发
展成就斐然，让人感慨，也令人振奋。

五年一个刻度，中方谱写了富有时代
特征、县域特色的光辉篇章；五年一个跨
越，中方肩负使命和责任又站在了新的历
史起点上。

过去五年，是中方县在科学发展道路
上阔步前进的五年，也是中方县城乡面貌
变化最大、 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五年，开
创了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新局面。

过去的五年， 中方县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砥砺奋进、铿锵前
行，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用奋进绘
写了一条美丽的上升线，用数据、变化和荣
誉铸就了未来发展的基石。

———五年的“数据”。 经济实力大幅提
升。 2015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登上 90 亿元
台阶， 达到 91.76 亿元， 五年间年均增长
10.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分
别突破 5 亿元、3 亿元大关，达到 5.34 亿元、
3.20 亿元，年均增长 13.8%、11%。 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达到 110.65 亿元， 累计完成投
资 376.4 亿元，年均增长 30.9%。

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
别 达 21671 元 和 8433 元 ， 年 均 增 长
10.92%、14.95%。民生支出达 12.14 亿元，占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3.6%。 累计新增城镇
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2.6 万人。 教育
累计财政投入 12.6 亿元，建成义务教育合格
学校 34 所。 24.15 万参合农民享受医疗保
险，16.5 万城乡居民享受养老保险。 城乡低
保对象达 9955 户 17323 人， 实现了应保尽
保；累计实现稳定脱贫 15240 人，贫困发生
率从 21.4%下降到 10.08%。

———五年的“变化”。 产业实现量质齐
升， 发展支撑更加牢固。 第二产业占比达
59.2%，工业化率达 56.2%；县内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由 34 家增加至 63 家。 5 个农业特色
产业园进入全省两个“百千万工程”，获批全
省农业标准化建设示范县，累计认证“三品
一标”98 个、面积达 32 万亩。 成功承办三届
中国·怀化（中方）刺葡萄文化旅游节，“中国
南方葡萄沟”、“中国刺葡萄之乡” 的品牌地
位得以确立。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16.89 亿元，年均增长 14.2%。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发展基础更加坚
实。 全县城镇化率达到 33%� ，比 2010 年提
高 10 个百分点； 城市规划区常住人口达
5.09 万人， 新增 2.4 万人； 各类经营户达
3100 家，比 2010 年增长 2.1 倍。 实施各类
城建项目 229 个，完成投资 120 亿元；城市
建成区面积达到 13.5 平方公里（含怀化高新
区）。完成交通建设投资 4.96 亿元，3 条国省
干道全面改造升级，完成农村公路建设 205
公里，实现所有乡镇和行政村水泥（沥青）公
路全覆盖。 农田水利建设累计投入 5.34 亿
元， 解决了 10.58 万人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改善灌溉条件 8.3 万亩， 综合治理中小河流
22.44 公里。

改革创新全面深化， 发展活力更加凸
显。 推进“一权两制一司”园区管理体制改
革，下放 47 项县级管理权限。 清理行政和非
行政许可项目 245 项， 公布权力清单 2981
项。 整合设置乡镇“四办六中心”，各类市场
主体发展到 6029 户， 比 2010 年增长 1.9
倍。 争取置换和新增债券 3.95 亿元。完成政
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乡镇行政区划调整
改革，职能并入和撤销县直行政事业机构 13
个，乡镇和建制村撤并率分别达 45%、39%。

———五年的“荣誉”。 五年来，中方县被
评为“全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示范
县”，连续两次评为“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
先后三年评为“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
县”，并成功创建“湖南省卫生县城”、“湖南
省园林县城”。 两度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
先进县”行列，2013-2014 年先后被授予“湖
南省全面小康经济发展快进县”、“湖南省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工作前十位县”，2015
年获评“湖南省经济快进县”，全面小康实现
程度提高到 89.3%。 连续三年举办刺葡萄文
化旅游节，被授予“中国刺葡萄之乡”称号。

时间走到今天， 美丽中方又站在了一
个铿锵五年的起点，站在了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的起点。

有了坚实的基石，就有了必胜的豪迈。
在不久前结束的中方县第五次党代会上，
中方县委豪情万丈地描绘着中方发展的蓝
图： 以“三个率先” 加快富民强县， 即到
2017 年，在全市率先实现脱贫摘帽，率先
建成全面小康，到 2020 年，率先建成怀化
生态中心城市先导区， 深入实施“两极一
圈”战略，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工程，奋力谱
写富饶美丽幸福中方的新篇章。

———“总体战略”全面布局。
全面实施“两极一圈”总战略。“两极”，

就是以县城与中方镇为中心， 以桐木镇为
拓展，构筑县域经济核心增长极，做大做强
怀化中心城市的南大门； 以县工业园与泸
阳镇为主体，以花桥镇为拓展，构筑县域新
型工业增长极， 做优做实怀化中心城市的
东大门。“一圈”，就是以县域东部山区 8 个
乡镇为依托， 构建环怀化中心城市生态经
济圈。

以实施产业园区倍增计划为抓手，做
优做强工业主导产业； 以创建全国全域旅
游示范区为目标， 精心铸造生态文化旅游
品牌；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手段，大
力发展城郊现代农业； 以培育商贸物流新
型业态为重点，抢补现代服务业发展短板。
同时，精心构筑山水园林精品县城，扮靓怀
化中心城市南大门； 做大做强新型工业经
济重镇，打造怀化中心城市东大门；携手共

建“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厚植怀化中心城
市生态经济圈。

大力实施精准脱贫攻坚工程、 人民满
意教育工程、全民医疗健康工程、基础设施
提升工程、文体惠民育人工程、社会保障兜
底工程、社会治理创新工程、生态文明创建
工程“八大民生工程”，着力提升人民群众
幸福感。 努力实现所有乡镇和行政村水泥
（沥青）公路全覆盖；实现“美丽乡村·幸福
家园”标准化建设全县域覆盖；实现农村居
民安全饮水、行政村客运班线、农村公共文
化服务、 农村宽带全覆盖； 实现县城及景
区、集镇宽带网络全覆盖；实现农村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建设全覆盖； 实现农村综合服
务平台建设全覆盖。

———“经济数据”稳步提升。
“经济数据”助推腾飞。地区生产总值突

破 160亿元，年均增长 9%以上，人均水平突
破 5 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 840 亿
元，年均增长 15%以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突破 10亿元大关，年均增长 12%以上；县内
规模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
分别增长 11%、12%以上， 服务业在地区生
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 31%以上，消费对经济
增长贡献率提高到 30%以上；“一区两园”技
工贸收入总量 2018 年达到 150 亿元，2020
年迈上 200亿元台阶；力争主营业务收入过
10 亿元的企业突破 1 家，5-10 亿元的企业
达到 3 家以上，1-5 亿元的企业达到 15 家
以上， 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突破 40亿
元；到 2020年，力争全县三产业增加值突破

40 亿元，年均增长 9%以上，现代服务业增
加值占三产增加值 40%以上。

“民生数据”惠及百姓。 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 2016 年实现 11080 人稳定脱贫，30
个贫困村出列；2017 年实现 15189 人稳定
脱贫，40 个贫困村出列（全县 70 个贫困村
全部脱贫出列，41509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 2%以下，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9000 元； 到 2017
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实现程度达到
90%以上， 环境质量指数实现程度达到
80%以上，人民群众满意度达到 70%以上；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 9%、10%；基
层民主参选率达到 95%以上； 行政审批事
项精简 70%以上；确保城乡基本养老、基本
医疗、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参保
率稳定在 95%以上； 五保集中供养率 22%
以上。

“基础数据”优化环境。 全县城镇化率
达到 45%以上，建成区面积突破 20 平方公
里、人口达到 10 万人；全县森林覆盖率保
持在 67%以上，城镇绿化率达到 40%以上，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 95%以上， 社区
标准化率达到 100%，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
置率达到 80%以上；2020 年自来水普及率
达到 100%；“十三五” 期间计划投资 21.9
亿元推进立体交通网络建设； 投资 15.8 亿
元，完成 7 条、134 公里国省干线公路建设；
投资 4.76 亿元，完成重要县乡道路建设 9.8
公里、农村公路提质改造 548 公里、贫困村
道路建设 148 公里、行政村道路建设 44 公
里。

———“创建目标”奋力前行。
全国目标。 创建国家级卫生县城，创建

国家园林县城，创建全国文明县城，创建全
国平安建设先进县，摘取“长安杯”；创建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创建全国全域旅
游示范区， 争创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示范县， 争创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试点县，争创全国电子商务示范县，争创
国家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

全省目标。 创建道路交通安全示范县，
争创全省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 争创全省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县， 争创省级美丽
乡村建设示范村。

县内目标。 创建桐木现代农业综合产
业园，创建康龙特色农业产业园，创建泸阳
休闲农业产业园， 创建县城至桐木产城融
合经济带，争创生态文明示范村镇。

成绩来之不易，美丽中方手握“两极一
圈”的画笔，绘出了一幅幸福、美丽的长卷，
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宏大气魄， 以更大的信
心、决心和勇气加速奔向全面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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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砥砺铸辉煌

“两极一圈”绘蓝图

中方县委书记姜耀文（右）在铁坡镇中心村精准脱贫香菇产业基地与入股村民交流。

丰富多彩的广场文化活动。

服务下乡成为中方常态。

霞光映照新城旺。

中方重点项目台泥水泥厂。 （本版照片由中方县委宣传部提供）

在扶贫攻坚中，中方县坚
持“四跟四走”的原则，结合地
方实际，开展产业扶贫。

版式设计 陈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