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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山县作为湖南省第二大城市的北大门、 以长
株潭为核心的“京广高铁经济带”上的重要节点，必
须充分发挥自身区位和资源优势，抢抓机遇，砥砺前
行，奋勇争先，精心谱写新湖南建设的衡山篇章。

一、围绕“增长”，精心实施项目攻坚行动。 积极
储备项目，精心谋划和包装项目，努力实现与省、市
规划的紧密对接；科学部署项目，启动重点项目建设
三年行动，紧扣年度发展目标任务，有序实施一批重
大产业项目、城建项目和民生项目等，并促其尽快建
成或投产；全力攻克项目，在健全责任落实机制、强
化推进力度的同时，千方百计破解资金、用地、征拆
等老大难问题。

二、紧扣“转型”，加快构筑特色产业体系。 舞活
龙头产业，坚持以名山为依托、以创建全国全域旅游
示范县为目标，加快重点景区景点开发，成功打造旅
游名城、名县和长株潭“后花园”；做强支柱产业，继
续抓好弘山科技工业园和“135”创新创业园建设，突
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力促县内工业发展向先进
和高端迈进、 工业园区综合排名进入全省 30 强；夯
实基础产业，稳定粮食生产，突出规模经营、龙头培
育和品牌建设，集中力量发展一批特色产业。

三、着眼“协调”，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发展。 坚持规
模与功能相协调，打造魅力县城，将县城发展的目标
定位为“20万人口、20平方公里的中等城市”“衡阳市
北次中心城市”“区域性交通枢纽城市”， 按照既定计
划抓紧实施“八大工程”，确保县城面貌三年大变样；
坚持核心与节点相协调，完善城镇体系，围绕“1+6”城
镇体系建设，进一步促进县城与各乡镇交通的互联互
通、高效畅通，同时按照农业重镇、商贸旺镇、旅游名
镇等个性化定位， 每年重点打造好 1-2 个示范小城
镇；坚持开发与保护相协调，彰显生态之美，努力建设
更多生态美、环境美的文明社区和特色村镇。

四、聚焦“幸福”，共建共享全面小康社会。 狠抓第
一工程，做好托底工作。紧扣全面小康建设的内涵和实
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坚持多措并举，切实加快贫
困村、贫困户脱贫步伐，确保 2017年实现整体脱贫计
划；办好惠民实事，疏解急事难事。 坚持财政资金优先
保障，启动问责机制，有效解决一批民生难题；完善公
共服务，增进民生福祉。 不断完善城乡基础设施，进一
步健全就业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创新社会管
理，努力改善全县人民生产生活条件。

五、把握“关键”，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突出思
想引领，弘扬干事精神。 进一步巩固“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成果， 持续深入推进党员干部思想作风建设，营
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突出选汰相济，强化干事力
量。 坚持“好干部”标准，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让政治
强、懂专业、善治理、敢担当、作风正的干部有为有位、
脱颖而出。突出从严管治，确保干事成效。坚决落实管
党治党责任，狠抓党风廉洁建设，强化责任落实机制
和失责必问机制，将制度、规矩、纪律真正立起来、严
起来，形成抓落实、促发展的强大执行力和推动力。

努力建设富裕美丽幸福新衡山

中共衡山县委书记 尹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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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民强县新征程
——— 衡山县社会经济发展回眸与展望

徐德荣 夏建军 陈 亮 李佳辉

在秀美的南岳山下，在旖旎的湘江河畔，衡山县这块沸腾的土地，正孕育
着奋起勃发的新生机。

今年 1 至 10 月，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92.75 亿元，同比增长 7.5%；
规模工业增加值 16.27 亿元，同比增长 6.7%；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1.44 亿
元，同比增长 8.7%；完成财政总收入 7.24 亿元，同比增长 11%。

8 月底，在衡山县第十次党代会上，县委书记尹培国作的《借力长株

潭 争先大湘南 汇聚正能量 为建设富裕美丽幸福新衡山而努力奋斗》
报告振奋人心；11 月底， 在衡山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 县委副书
记、县长蒋青提出“项目立县、旅游兴县、工业强县，狠抓改革攻坚，着力
植优补短，调整产业结构，统筹城乡建设，全力改善民生”的发展思路脉
络清晰。

站在新起点，踏上新征程。 衡山县已吹响新一轮富民强县的发展号角，
建设富裕、美丽、幸福的新衡山。

巍巍南岳不忘初心，滔滔湘水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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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事
10 月 24日， 放弃休陪护假的衡山县纪

委常委李万钧，来到新桥镇开展换届纪律巡
察，排除影响县乡人大代表投票选举的风险
点。 他在镇里一连巡察 7 天，与群众同吃同
住。因为紧张的巡察，他早把出生不足 10 天
的儿子和急需照顾陪伴的妻子抛在脑后。

10 月 26 日至 30 日是衡山县县乡人大代
表投票选举日，全县共设县人大代表选区 92
个、 乡镇人大代表选区 343 个， 登记选民 34
万余人将进行投票选举。面对选民分散、人员
复杂、时间紧迫、要求很高的县乡人大换届选
举，全县各级开展拉网式巡察，投票选举进行
到哪里，监督巡察就跟进到哪里。 以衡阳市、
县纪委为纵线，以乡镇纪委、村党风廉洁监督
员为横线， 编织一张严密的换届纪律 “监督
网”。整个选举过程中没有发生一例违反换届
纪律的行为，创造了全县换届选举新气象。

背 景
近年来，衡山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

党的根本要求， 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扎
实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创新开展“四帮四促”
活动，转变了干部队伍作风。严格落实《党政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调优配强了
各级领导班子，县委中心组被评为衡阳市十
佳学习型单位；细化量化县乡村党建工作责
任和任务，对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进行了集
中整顿，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和凝聚力明显增
强，福田铺乡党委被中组部评为“全国创先
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 积极推进纪委“三
转”改革，支持配合省委巡视组集中巡视，加
大违法违纪案件查处力度，“四风” 得到遏
制，党风廉洁建设深入人心。
展 望

以队伍为根本，建设政清人和的新衡山。
坚持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 全面加强队伍建
设，塑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积极营造“干部清
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良好局面，汇聚政治
清明、干事创业、争先夺旗的强大正能量。

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做到“补钙壮骨，不
忘初心”；加强党内制度建设，做到“管党有
依，治党得法”； 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
设，做到“选贤任能，择优汰劣”；加强基层组
织建设，做到“强堡固垒，能战能胜”；加强党
风廉洁建设，做到“纪律严明、风清气正”。 党
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提高，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进一步
增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发挥，党政机
关作风有较大改进，党群干群关系更加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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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事
工作人员须经过两次更衣， 并通过风

淋室消毒才能进入生产车间的洁净区域；手
工作业生产线上，操作员必须穿戴无菌服装
……在衡山县经济开发区内，湖南金昌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最近新添了一条以山茶为原
料的护肤品生产线，成为衡山首家拥有全车
间覆盖自动灭菌系统的生产企业。

金昌生物是一家专业从事茶油等有机食
品研发、育苗、种植、精深加工和销售的农业产
业化企业。 近年来，该公司在衡山县相关政策
的扶持下， 在做好山茶油精深加工的基础上，
不断加大产品研发力度，积极延伸产业链条。
背 景

近 5 年来， 全县经济总量和财政总收
入均实现倍增，GDP 达到 134.93 亿元，年
均增长 10.8%；财政总收入达到 8.66 亿元，
年均增长 16.1%。 三次产业结构占比由
2010 年的 23.9∶32.8∶43.3 调整到 2015
年的 21.1:29.8:49.1， 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
贡献率达 66%，较五年前增长 16%。

高新技术企业实现零的突破，发展到 6
家；规模工业企业达到 89 家；世界 500 强
公司、大型央企、知名上市公司的关联企业
6 家； 规模工业总产值、 增加值年均保持
20.76%、11.78%的高位增长。 开云白茶、永
和沃柑等一批现代农业生产基地蓬勃兴起。
全国粮食生产大县、 全省粮食生产先进县、
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全国油茶产业发展重点
县地位进一步巩固。
展 望

以项目为主攻， 建设产业升级的新衡
山。 进一步强化项目建设这个抓手，加快转
方式、调结构，着力打造产业“升级版”、县域
经济发展“升级版”。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5%，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 10.5%，税占比
达到 80%。 结构合理、支撑有力的产业体系
正式形成， 县域经济实力进入湘南第一方
阵、全省 30强。

大力实施园区提速工程，夯实县工业园
和衡山科学城“健康谷” 两个园区，力促园
区综合排名进入全省 30强。 对接开云新区
总体规划，引进生物医药产业和休闲健康养
生项目，将衡山科学城“健康谷”建设成高度
专业和绿色环保的高端园区； 推动建材、化
工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壮大产业实力；推动
服装制鞋企业提高研发设计、 生产加工、品
牌营销水平，延伸链条，形成集群；推动造纸
业加强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引进和利用，
形成绿色产能；推动矿山整合，促进矿产品
加工真正步入“精”、“深”轨道；大力推动先
进装备制造、汽车及电子新材料、生物医药、
新能源设备等产业发展。 到 2020 年，全部
工业增加值达到 80.8 亿元， 规模工业增加
值达到 54.94 亿元。 未来 5 年，全县新增规
模工业企业 50 家以上，新增上市企业 5 家
以上，纳税过千万元企业突破 2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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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事
8 月中旬，衡山县人民政府与衡山紫盖

峰旅游度假有限公司正式签约， 投入 5 亿
元开发衡山紫盖峰风景区，将按国家 4A 级
旅游景区标准建设，打造成集生态观光、养
生度假、特色民宿、户外体验等为一体的多
功能生态旅游度假基地。

衡山紫盖峰风景区项目位于岭坡乡境
内，总开发面积 2620 亩，项目建设周期为 5
年。 项目建设后，将成为衡山县境内最大的
收费型消费旅游景区， 可解决当地就业岗
位 300 个以上，年接待逾游客 100 万人次，
对推动衡山旅游强县、 促进创建全域旅游
示范县起到重要作用。
背 景

今年来，衡山县提出“全民兴旅、全业融
合”，建设“全景衡山”，整合各类资源，依托美
丽山水与深厚的文化底蕴、 独特的区位优
势，以“旅游 +”为抓手，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先后启动紫盖峰旅游区、“西游洞天·花果山”
等新景区建设，做强岳北花海、白果葡萄基
地、山竹百合牡丹基地、能仁猕猴桃基地等
乡村生态旅游景点，加快实施华夏湘江水上
乐园、萱洲古镇改造等综合旅游项目。

同时，衡山县通过举办中国·衡山乡村
生态旅游节， 将县域内遍地开花的景点景
区整合， 形成集群优势。 还以全域旅游视
角，大力推进旅游业与一、二、三产业“跨
界”融合。 大南岳衡山旅游区提质改造项目
被列为湘江旅游带四大引擎工程之一，萱
洲湿地公园获批“国字号”项目。
展 望

以名山为依托， 建设生态宜人的新衡
山。用心打好名山牌、生态牌、旅游牌。旅游
收入占全县 GDP比重达 15%以上。单位生
产总值能耗、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继续减少。 城镇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达 35%， 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55%以上。 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美丽衡
山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大力实施旅游提升工程， 紧紧扭住环
抱南岳衡山这个根本优势，深度融入“大衡
山旅游圈”。 精心规划和建设“一城一圈一
带”， 即以县城为核心的旅游综合服务城、
以环南岳乡镇为支点的旅游生态休闲圈、
以湘江沿线为纽带的旅游观光体验带。 加
快建设华夏湘江国际现代农业产业示范
园、美丽衡山文化旅游综合城、华香文化产
业园、 衡山竹海旅游度假区、 东湖方广景
区、白果西游洞天景区等重大旅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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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事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走进衡山县开云

镇毛泽建公园，绿波荡漾的小湖，岸上绿柳
环绕，桥、廊、亭、台，应有尽有，连成一片，形
成美丽的池塘公园。 广场上居民们或跳着优
美的广场舞、或带着孩子玩闹嬉戏……今年
该公园建成后， 极大缓解了县城居民休闲、
健身、游乐公共场地不足的问题。

家住衡山县开云实验中学的魏红云每
晚都会沿着湘江走上 3 公里来毛泽建公园
锻炼身体，她说：“县城一年比一年靓，越来
越有城市的味道了。 ”
背 景

近年来，衡山县先后颁布《衡山县城乡
发展统筹战略规划》、 精心制定并实施
“2014-2016”城建计划，完成了烈士陵园、
毛泽建公园、旧城改造等一大批城建项目。
萱洲、白果、岭坡等小城镇加快发展；重建
了白果楚南大桥， 拉通了潭衡西高速白果
连接线、南岳高速县城连接线、新马线、南
马线等主要交通干线； 启动并加快实施了
武广高铁衡山西站至黄花坪公路项目。

全县以“3 片 14 点”为龙头，全面推进
新农村建设，获评全省新农村建设先进县，
被纳入省级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县。 萱洲镇
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通过省级验收，白
果镇涓水村荣获农业部“美丽乡村”称号。
同时，深入开展湘江保护和治理“一号重点
工程”， 强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圆满完成节能减排任务。 还成功创建 1 个
国家级生态村、5 个省级生态乡镇、10 个省
级生态村、3 个省级“两型”示范单位，武广
高铁沿线通道绿化成效显著。
展 望

以共享为目标， 建设幸福小康的新衡
山。 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全力以
赴改善民生。 各项社会事业快速发展，社会
保障和就业水平不断提升， 建成覆盖城乡
的公共服务体系，民主法治不断健全，公平
正义充分彰显，公共安全明显加强，精准脱
贫任务全面完成，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
全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

大力实施城乡提质工程，狠抓“一核
三区”建设，致力打造“20平方公里、

20万人口” 的衡阳市北次中心
城市。 重点抓好体育场、 紫巾
路、黄花路、湘江风光带、琵琶
湖公园等城市建设“八大工
程”，拉开城市骨架、打造城
市名片、提升县城魅力。进
一步打造好村级服务平

台，加快城乡环境整治和公
路提质改造。 通过深入实施

精准脱贫，积极开展就业服务，
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加强社会建

设和管理，促进发展共享。

县委书记尹培国（左三），县委副书记、县长蒋青
（左二）调研城建项目。

衡山县城全貌。

长江镇柘塘村村服务中心可办理
140 多项服务。

通过举办乡村生态旅游节吸引众多游客来
衡山体验生态游。

衡山县恒信锌钢新投产的车间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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