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的 5 年，又是一次满载希冀的出发。在前不
久召开的怀化市第 5 次党代会上， 怀化市委书记
彭国甫描绘了怀化未来 5 年的宏伟蓝图。

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和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部署要
求，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谱写“一极两带”和“一个
中心、四个怀化”建设新篇章。

建设“一极两带”（即辐射大西南、对接成渝城
市群的“新增长极”和沪昆高铁经济带、张吉怀精
品生态文化旅游经济带）是省委、省政府赋予怀化
的重要使命，也是怀化加快发展的重大机遇。未来
5 年，怀化将坚持落实“一极两带”和“一个中心、
四个怀化”（即把怀化建成 5 省边区生态中心城
市，建设生态、法治、智慧、幸福怀化）发展定位、发
展战略不动摇，坚决完成提前实现全面脱贫摘帽、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基本奠定湖南“新增长
极”地位“三大历史使命”，努力实现转换发展动
力、做大做强产业及产业园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
化、对接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和成渝城市群战略、
完善现代治理体系、 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满意度
“六个新突破”。

新型城镇化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
擎。怀化将强力推进高铁新城建设、中心城区综合
提质改造、鹤中洪芷生态城镇群建设、基础建设、
生态建设、 县乡城镇建设“六大工程”， 力争到
2021 年全市城镇化率提高到 55%以上。以国际视
野高水平规划和建设高铁新城， 努力将其建成 5
省（市、自治区）边区的交通换乘中心、现代物流中
心、现代商业中心、生态宜居中心。 力争到 2021
年，高铁新城建成区面积达到 15 平方公里。

只有做大做强产业， 才有实力担当起新增长
极的使命。 怀化将持续推进产业及产业园区 3 年
倍增计划，举全市之力发展壮大现代商贸物流、生
态文化旅游、医药健康、绿色食品 4 大特色支柱产
业， 努力把怀化建设成为西南地区一流商贸物流
基地、全国重要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全国医药健
康产业示范基地、全国绿色食品产业示范基地。

创新驱动、开放崛起是后来居上的制胜法宝。
怀化将把科技创新作为推进精准扶贫、建设“一极
两带”的利器，奋力创建国家级高新区，加大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全面推动各领域改革创新，摆
脱路径依赖，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 站在
全国、 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中来谋划和推进怀化发
展，主动对接融入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
成渝城市群战略和湖南“一带一部”战略，打通对
外开放大通道，建设对外开放大平台，推进对外开
放大合作，让怀化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进怀化。

蓝图变成现实， 关键是要建设更加山清水秀
的政治生态。 怀化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精神， 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作为
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指南，把主体责任扛在肩上、
抓在手上、落到实处。全面从严治党。树牢“四个意
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
的权威，坚定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在全党
的领导核心地位。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
党内监督，推动怀化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更加
健康有序、风清气正。 坚决把惩治腐败推向深入。

“一极两带”开新路，新的起点又出发。怀化的
明天，将更加美好！

宁志文 肖军

五年波澜壮阔，五年砥砺图强。 过去五年，

在中央、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怀化市委带领全

市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奋力拼搏 ，闯过一

道道难关险隘， 应对一个个重大挑战，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

五载执着求索，五年硕果累累。过

去五年，怀化 525 万干部群众用勤

劳和智慧、激情与拼搏，绘就了一

幅美丽怀化的绚丽画卷。

一项项惠民之举， 一桩桩

利民实事，一次次成功进位，

怀化市民一张张笑脸洋溢

着自豪与幸福……五年

的风雨前行 ， 充满了

奋斗的艰辛，也记录

下岁月的荣光。

【关键词】 综合实力

【亮点】 今年上半年，4 项
主要经济指标跃居全省前列。

5 年来，怀化全力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追赶超
势头良好。 全市 GDP 由 2011 年的 837.4 亿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1372 亿元（预计数，下同），年均增长 9%。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由 2011 年的 75.2 亿元增加到 122.9
亿元， 年均增长 10%。 园区规模工业增加值比重由
2011 年的 7%提高到 34%。 今年上半年，GDP、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跃居全省前 3 位。

图中 2016年数据均为预计数

【关键词】 扶贫攻坚

【亮点】 “四跟四走”精准扶贫
做法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

5 年来， 全市贫困人口由 2011 年的 124.35 万减
少到 2015 年的 54.43 万， 贫困发生率由 2011 年的
24.2%下降到 2015 年的 12.6%， 完成易地扶贫搬迁
3.57 万人，有效解决了“一方山水难养一方人”的问题。
今年 3 月 8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湖南代表团讨论时，充分肯定了“四跟四走”
精准扶贫
做法。

【关键词】 城乡面貌

【亮点】 高速公路通车里
程居全省首位。

5 年来，怀化着眼长远打基础，城乡面貌大为
改观。 怀化进入“高铁时代”，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居
全省首位，芷江机场通航 8 个城市。 中心城区拉通
16 条断头路， 改扩建 7 条主次干道、5 条高速公路
主入口，市容市貌明显改善，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
扩展到 65 平方公里， 道路骨架拉开到 90 平方公
里，常住人口达到 62 万，一座欣欣向荣、宜居宜业
的中等城市正在 5 省边区迅速崛起；县城、小城镇
和“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建设成效明显，全市城镇
化率由 2011 年的 37.7%提高到 45.4%， 森林覆盖
率稳定在 70%以上， 万元 GDP 能耗平均下降
11.4%，水、大气环境质量稳步提升，怀化被誉为“天
然氧吧”、“一座会呼吸的城市”。

【关键词】 民生福祉

【亮点】 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连续两年排全省第 1 位。

5 年来，怀化着力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幸
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显著提高。 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22555 元、7932 元， 是 2011
年的 1.6 倍、1.9 倍， 年均增长 10.3%、14.5%。 5
年新增城镇就业 18.3 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 21.5 万人。新建保障性住房 12.54 万套，改
造农村危房近 10 万户， 解决了 167.8 万农
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 全市全面小康实现
程度由 2011 年的 73.8%提高到 2015 年
的 82%。 2014 年、2015 年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连续两年排名全省第 1 位， 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民意调查全省排名由
2014 年的第 13 位上升到 2016 年
上半年的第 1 位。

【关键词】 “一极两带”、
“一个中心”和“四个怀化”

【亮点】 未来 5 年基本奠
定湖南“新增长极”地位。

5 年来，怀化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发展动力活力
竞相迸发。 省委、省政府“一核三极四带多点”区域发
展战略将怀化定位于“一极两带”，使怀化由边缘地
带上升为增长极地带。 13 个县（市、区）整体纳入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偿范围、全部获批革命老区。 向
乡镇简政放权、 金融产业扶贫、“互联网 + 民生服
务”、“互联网 + 监督”、“三级一体”警务改革、信访治
理一体化改革等做法和经验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
怀化工业园区转型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
在创建国家级高新区。

【关键词】 改革开放
【亮点】 省委、省政府将

怀化定位于“一极两带”。

【关键词】 党的建设
【亮点】 怀化市党政领导班子社

会满意度评价民调排名全省第1位。

5 年来，怀化市委担当政治责任、全面从严治党，党风政
风社风持续改善。 落实思想建党要求，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三严三实”等党内集中性教育，坚持正确用人导向，不断强化正
风肃纪，扎实推动基层党建全面升级，全市政治生态、社会风气明

显好转。 怀化党政领导班子社会满意度评价民调排名全省第 1 位。
在 2015 年全省市州委书记履行基层党建工作责任述职评议中，怀化

市排名全省第 2 位，基层党建民意调查排名全省第 1 位，怀化市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连续 4 年综合得分排名全省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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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溪县大棚蔬菜、水果产业基地。 陆晓鹏 摄

怀化市民在美丽的沿河风光带小憩。 潘雨 摄

高空鸟瞰高铁怀化南站， 五年后这里将崛
起一座高铁新城。 陆晓鹏 摄

怀化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已扩展到 65 平方公里。
图为美丽的怀化城。 潘雨 摄

谱写：“一极两带”新篇章
———怀化市五年成就回眸和未来五年发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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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5.1 14 8.5 9 8.0 3

公共
财政收入 -9.4 14 10.7 9 18.9 2

地方
财政收入 -13.8 14 11.1 8 17.6 3

固定
资产投资 6.2 14 18.4 10 15.4 6

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9.6 12 9.6 4 10.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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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市近三年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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