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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凯歌
———辰溪县五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陈雍容

这是一组鼓舞人心的数据：到“十
二五”末，辰溪县全县生产总值由 2010
年的 53.14 亿元增至 2015 年的 99.41
亿元，年均增长 10.5%；公共财政收入
由 4 亿元增至 7.22 亿元， 年均增长
12.5%；地方财政收入由 2.61 亿元增至
4.53 亿元，年均增长 11.7%；规模工业
增加值年均增长 10.1%；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年均增长 14.3%；固定资产投资
年均增长 18.9%；城镇、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由 11250 元、2983 元
增至 17904 元、7436 元，年均分别增长
9.7%、20%……

这是一张饱含幸福感的成绩单：
五年来，辰溪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社会
事业长足进步，精神文明建设出彩，依
法治县成果丰硕，生态环境极大改善，
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成功创建了“国家
卫生县城”、“全国法治建设先进县”、
“省级文明县城”、“省级园林县城”等，
连续 5 年保持全省平安县， 连续 4 年
保持“全省计生模范县”等荣誉。此外，
“221”便民服务体系建设、城乡环境卫
生综合整治等各项工作亮点纷呈，全
县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又上新台
阶……

五年来，辰溪县委、县政府紧紧围
绕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立足县
情实际，大力推进“一化四建”发展战
略，弘扬“厚德、坚韧、团结、向上”的辰
溪精神，谱写了辰溪发展崭新篇章。

经济实力稳步提升
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火马冲工业

集中区成功晋升为省级工业集中区，积
极对接省政府“135”工程，2 平方公里高
新技术产业园初见成效，电子信息、生物
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异军突
起， 正朝着百亿园区大步迈进；“两山一
品”现代农业快速发展，全县丰产油茶面
积达 30 万亩，成功跻身全国油茶基地示
范县，蛋鸡存笼 40 万羽，拥有全国领先
的现代化蛋鸡生产线；商贸、运输、金融、
房地产等服务业蓬勃发展， 产业转型升
级步伐明显加快。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县城发展提速提质， 面积由 2010

年的 7.2 平方公里扩展到 2015 年的
12.3 平方公里， 人口由 2010 年的 7 万
人增加至 2015 年的 12 万人，一个“两
江三岸、山水园林、三产发达、功能强大”
的现代生态宜居城市初具雏形。

同时，进一步加快火马冲、黄溪口、
安坪、修溪等中心集镇建设，城镇化率由
2010 年 的 32% 增 加 到 2015 年 的
39.5%。 五年来，全县完成各级公路建设
338 公里，溆怀高速辰溪段建成通车，完
成 S223 线、S308 线提质改造， 农村公
路通畅率达 98%以上；累计完成各类水
利投资 6.92 亿元，完成 457 座病险水库
山塘除险加固工程， 新建各类水利工程
139 处，解决了 20 余万人的安全饮水问
题；农村电网改造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城
乡用电实现同网同价； 大力实施“户户
通”、“村村响”、“宽带农村”等工程，通信
网络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提炼形成
“厚德、坚韧、团结、向上”的辰溪精神，成
功举办湘西剿匪胜利 60 周年纪念活动，
完成《辰溪县志》修编和《中国共产党辰溪
历史》一、二卷出版发行工作，谱写了县歌
《爱在辰溪》，撰写了《魅力辰溪》百科全
书，深入开展“四德四信”教育和系列志愿
服务活动，开办大酉讲堂、道德讲堂、乡贤
文化讲堂，评选出一批“五好干部”、“五好
家庭”和“道德模范”，人民群众文明素质

普遍提升。
在 2015 年度湖南省城市文明程度指

数测评中，辰溪位列全省第 12 位、全市第
1 位。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县城基
本建成文广中心、体育馆、城东健身广场等
一批重点项目，农村建成 422 个农家书屋
和 331 个文体综合活动场所，城乡公共文
化服务功能不断增强。

同时，广泛开展“读好书、唱好歌、看好
剧、演好戏、展好画”系列主题活动和“欢乐
潇湘·幸福辰溪”、“天天舞、周周乐、月月
庆”等群众文化活动，持续开展“三下乡”活
动，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全面深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
文明和党的建设等重点领域改革，重点推行
“六张清单一张网”机制，共取消各类审批事
项 157项， 调整合并 158项， 下放乡镇 41
项，办事效率大幅提高；大力推行“221”便民
服务体系建设，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办事。

此外，“大警种”制度改革走在全国前
列，国有林场“率先改”获得省委改革办推

介，城乡居民大病医疗救助“三次补偿”改
革成效显著，政府机构改革、行政区划调
整改革均顺利完成，等等。

同时，着力激发市场活力，大力推动
全民创业， 全县新增各类创业主体 2.6 万
余户，各类企业注册资本达到 58 亿元；大
力招商引资， 五年实际利用境内资金 130
亿元，引进外资 2360 万美元。

大力改善民生， 全县累计新增城镇
就业 2 万余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3 万
余人，完成保障性安居工程 4000 余套、农
村危房改造 7000 余户。实施了思源、博雅
2 所重点学校和 71 所合格学校建设，办学
条件显著改善，教学质量不断提升，今年
县一中 1 人被清华大学录取， 实现了自
2007 年来全县高考北大清华录取“零突
破”。

新建了县人民医院住院综合大楼、12
个乡镇卫生院业务用房、108 个标准化村
卫生室，新农合参合率达 98.9%，县、乡、

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 强化社会保
障， 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综合参保率达
96.7%。 全面实施精准扶贫，加快推进脱贫
攻坚，贫困发生率由 34%降至 11.9%。

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深入推进
严打整治斗争，进一步夯实治安防控基层
基础，建立健全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机制，认真对待群众来信来访，狠抓安全
生产，社会大局始终保持和谐稳定，人民
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今年上半
年，全县综治民调工作再创佳绩，位列全
省第 3、全市第 1。

不断加大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力
度，大力实施城区绿化，先后投入 2 亿
多元资金，分批对城区主次干道、单位
庭院和“三山”、“三边”实施绿化，提升
城区绿化率 2 个百分点，完成工业原料
林、长防林、油茶造林 18.3 万亩，封山育
林 30 万亩，打造了 S223、S308“绿色走
廊”。

全面实施城乡环境卫生同创同治

同质行动，按照“扫干净、摆整齐、保畅
通、坚持好，城乡公共区域可视范围内
无白色垃圾”的要求，在全县所有行政
村分批实施“农村清洁工程”，初步实现

“将城市当作客厅来打造， 把农村作为
公园来建设”的目标。 此外，依法关停一
批“两高一资”企业，并对因采矿而造成
破坏和污染的区域进行了生态治理恢
复。

进一步健全完善县委常委会、县政
府常务会议等依法决策机制，有效扎紧
了公共权力运行“笼子”。 全力支持人
大、政协依法照章履职，稳妥推进司法
体制改革，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
公正行使职权， 深入推进“六五”、“七
五”普法，全县法治化水平大幅提升。

大力开展基层法治创建，5 个村（社

区）荣获省、市“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
荣誉称号，4 个基层单位被授予全省“依
法办事示范窗口单位”荣誉称号。 同时，
全面加强统战、人武、民族、宗教、旅游、
侨务、对台、老干、人防、科技、史志、档
案、 体育工作， 注重发挥工青妇以及科
协、残联等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广泛
倾听社会呼声，维护各类群体合法权益。

始终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深入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突出“五抓五治”，干部作风持续好
转，确保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
委决策部署在辰溪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持
续保持反腐败斗争高压态势，政治生态
和从政环境极大改善。 坚持科学选人用
人，着力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全县
崇尚实干、创先争优氛围不断浓厚。 严
格落实基层党建主体责任，努力推动基
层党组织“一转六提”，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
凸显，较好地实现了“硬件升级，软件变
硬，保障有力，群众满意”的目标。

五年，只是辰溪发展历史长河里的
一朵浪花，却注定会因为辰溪的砥砺奋
进而被历史深刻铭记。 站在新的起点，
辰溪儿女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怀化市委的
坚强领导下，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
有力的举措，继续大力推进“一化四建”
发展战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添砖加
瓦，努力建设经济富裕、山川秀美、社会
文明、人民幸福的新辰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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