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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青山、绿水、蓝天、白
云相互交映；

这里百姓快乐、 祥和、幸
福，这里社会安定、文明、繁华。

今日洪江区， 如诗如画。
五年来，在洪江区工委的带领
下，全区人民同心同德，携手共
进，紧紧围绕“打造生态宜居和
旅游目的地城市，建设湘西南
生态循环工业基地”战略目标，
自我加压，负重奋进，经济社会
发展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工业集中区获批为省级工
业集中区和省级循环经济示范
单 位 ； 旅 游 累 计 接 待 游 客
1000 万人次； 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排全市第一位， 是全市平
均水平的 1.8 倍……

增长的数据背后， 浓缩着
洪江区干群真抓实干求发展的
智慧和汗水， 彰显着这方热土
的无限魅力。

这五年，是洪江区紧紧围绕“打造生态宜居
和旅游目的地城市， 建设湘西南生态循环工业
基地”战略目标，主动适应发展新常态，抢抓机
遇，攻坚克难，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可
喜成绩的五年。

这五年，洪江区从严治党全面强化。该区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
中、 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深入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加强基层阵地建设和保障投
入，全面整治软弱涣散党组织。扎实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落实“两个责任”。深
入开展“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和“纠‘四风’、治
陋习”专项整治工作，坚决惩治和查处侵害群众
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四风”和“不严不
实”问题得到有效整治，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明
显净化。

这五年，洪江区综合实力显著提升。该区地
区生产总值由 25.1 亿元增加到 31.4 亿元，年均
增长 9%以上；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4.7 万
元，排全市第一位，是全市平均水平的 1.8 倍；
公共财政收入由 1.79 亿元增加到 2.63 亿元，年
均增长 9.2%； 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05.5 亿元，年均增长 28.3%；累计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48.2 亿元，年均增长 13.9%；全区
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分别增加 12.9 亿元
和 7.2 亿元，分别增长 78.7%和 159.8%；人均储
蓄存款 3.7 万元，增长 105.9%。

这五年， 洪江区累计实施重大重点产业项
目 126 个，实现合同引资 69.28 亿元，到位资金
56.94 亿元，产业发展实现了提质增效。 该区旅
游引领作用日益显现， 洪江古商城、 嵩云山景
区、茅头园星空庄园成功获批国家 4A、3A 级旅
游景区。文化旅游开发实力显著增强，洪江古商
城文化旅游区项目全面启动。 旅游基础设施不
断完善，初步形成“一心两带三化四大板块”空
间战略布局，古商城品牌影响力逐年攀升。累计
接待游客 100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33.07 亿
元，分别为同期的 4 倍和 5 倍。

工业支撑作用更加凸显， 累计实施重点工

业项目 50 个， 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59.2 亿
元。建成全市唯一县级工业园污水处理厂，工业
集中区获批为省级工业集中区和省级循环经济
示范单位，规模企业达到 28 家，其中上市公司
4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5 家。农业产业
化加速推进。 初步形成以雪峰乌骨鸡、 竹木加
工、蔬菜种植为龙头的现代农业产业。雪峰乌骨
鸡产业园顺利启动，冷链物流中心全面建成，完
成投资 1.3 亿元； 慧沃科技创意农业园获批省
科普基地， 恒裕竹木发展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和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这五年，洪江区成功创建了“国家级生态示
范区”和“省级卫生城市”， 城乡面貌得到有效
改善。 该区全面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形
成“两水四岸七桥三线”的交通格局。 城乡公交
线路实现全覆盖，城区“白改黑”工程全部完成，
城乡美化绿化亮化加速推进。 城镇化率提高到
89.2%，居全市第二位。 扎实推进省道 S222 堤
路改造工程，加快建设“美丽乡村·幸福家园”，
大力实施“六到农家”工程，全面深化城乡环境
连片整治，不断提高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该区横岩乡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茅头园村
和鸬鹚村被评为“全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这五年， 洪江区全面落实深化改革工作部
署，深入推进多层次多领域综合改革，着力增强
经济社会发展后劲，发展活力日益增强。 该区顺
利完成区管委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 减少行政
审批项目 87 项， 整合撤并科级行政事业机构
19 个， 减少科级机构 10 个。 有序推进撤乡并
村，桂花园乡与常青乡顺利合并，撤并行政村 6
个， 茅头园村农村城镇化综合改革市级试点工
作扎实推进。

这五年， 洪江区民生事业和社会治理得到
全面发展，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由 10479 元增加到 16970 元，年均增长 10.6%；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5002 元增加到
8202 元，年均增长 13.1%。累计发放各类社保基
金 13.05 亿元、低保和救助资金 1.44 亿元。该区
还不断加快城市棚户区改造， 安置居民 2010
户。 投资 9800 万元新建公租房 1031 套，农村
危房改造 600 户。 实施扶贫项目 20 个， 帮助
1553 人脱贫。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改善，未发生
较大以上安全事故。 全区教育科技、卫生计生、
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这五年，洪江区扎实推进民主法治工作，全
面推进依法治区进程，支持管委依法行政，支持
人大工委、政协工委积极发挥职能作用。 预防处
理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矛盾纠纷工作取得实
效，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水平大幅提升，综治
民调排名连续 3 年保持全市第一、全省前列，连
续五年保持“省级平安区”称号。

适应新常态，谱写新篇章

今后五年， 洪江区将以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为总揽， 按照“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
深化改革， 积极融入怀化“一极两
带”新定位和“一个中心、四个怀化”
发展战略，坚持和完善“打造生态宜
居和旅游目的地城市， 建设湘西南
生态循环工业基地”发展目标和“旅
游引领、工业支撑、城乡一体、富民
强区”发展思路，锐意进取，攻坚克
难， 坚决确保率先完成整体脱贫摘
帽、率先建成全面小康。

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和
行动，确保整体脱贫摘帽决战决胜。
洪江区作为今年全省率先实现整体
脱贫摘帽两个县市区之一， 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 该区强化政治责任，
倒排时间表，全面落实“七个一批”
任务书，确保实现扶贫和低保“两线
合一”，确保 11 月 15 日前完成今年
异地扶贫搬迁任务，并深入推进“四
跟四走”，促进特色产业发展，稳定
增加农户收入， 确保年底实现区内
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基本整体脱
贫，8 个贫困行政村全部出列，贫困
发生率控制在 2%�以下， 全区贫困
人口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一增
长一满意”目标。

以全市推进生态中心城市建设
“六大工程”为契机，全力推进交通
建设。 一是全力推进怀洪旅游干线
建设，积极争取中央和省市支持，力
争在今年 11 月底前确定方案，年底
或明年初实现开工； 二是全力配合
争取张吉怀客运专线南延至桂林并
力争在洪江设立站点； 三是要继续
抓好省道 S222 线堤路改造工程，全
面启动川山大道升级改造建设；四
是抓好农村公路拓宽升级改造，完
善区域路网体系， 助推乡村旅游发
展；五是积极对接沅水 500 吨级航
道综合整治工程， 进一步优化全区
交通格局。

以产业发展为支撑， 全面迈进
小康洪江新阶段。 一是树立全域旅
游理念，全力壮大生态文化旅游。积
极对接全市“1354 工程”，切实立足
洪江特色山水和人文资源， 发掘古
商城文化底蕴，做活山水文章，做实
乡村旅游，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重视旅游文化培育， 努力把生态文
化旅游业建设成为洪江区战略性支
柱产业， 力争成为怀化建设全国重
要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的排头兵。

二是夯实循环工业基础， 大力
推进工业优化升级。 不断完善园区
基础设施，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全力
打造基础化工、 精细化工和化工新
材料三大产业体系， 积极拓展循环
产业链条，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升级，
确保企业符合环保要求和安全可
控，加强园区综合服务功能建设，不
断提升园区整体实力， 全面助推怀
化国家高新区创建工作。

三是依托特色资源优势， 努力
做大做强现代农业。 培育农业特色
产业集群，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将
雪峰乌骨鸡和竹木加工产业做精做
优，拓展产品种类，延长产业链条，
提升产品附加值， 努力将雪峰乌骨
鸡产业打造成怀化建设全国绿色食
品产业示范基地的重要依托。 完善
农村科技服务和金融服务体系，大
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 提高农业抗
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能力。 切实加
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引导农业
走无公害、绿色发展之路。

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导向，全
面增强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 始终
恪守“幸福着老百姓的幸福、忧乐着
老百姓的忧乐”的为民情怀，全心全
意保障和改善民生， 真正把业绩刻
在老百姓的心坎上， 着力解决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一是全面促进城乡充分就业。
坚持以创业创新为带动， 不断扩大
新增就业规模， 积极促进失业人员
和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再就业， 加大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力度。 二是坚
决兜住社会保障之网。 继续扩大社
保覆盖面， 确保各类参保人员社会
保险金按时足额发放。 提高救助保
障能力，全面提升养老服务水平，加
大社会救助， 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
重大民生问题和特定人群的特殊困
难。 三是着力提升教育科技、医疗卫
生和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水平。 加
强公共卫生服务， 逐步完善计划生
育利益导向机制， 改善农村卫生状
况和医疗条件。 全面推进“四馆一中
心”和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建设，着力夯实公共文化服务基础，
让城乡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 面对更加
壮丽的新征程， 洪江区正在用创新
的决策、用坚决推进的力度，书写着
执政为民、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的新
篇章。

石向求

奋力创新业，实现新跨越

洪江区嵩云山国家森林公园。

龙腾古城。
俄罗斯客人考察参观洪江古商城。

河山太极图。

全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茅头园新村。 （本版图片均由洪江区工委宣传部提供） 版式设计 余怡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