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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阔民众视野，创新发展方式，为建设‘洪
福洪江’提供智力支撑。 ”今年 2 月 14 日，洪江
区工委书记罗国宇在首届洪江发展论坛上说，
要不断丰富全区干部群众知识， 开阔干部群众
视野，提升干部群众谋发展、求跨越、促发展的素
质和本领。

之后，该区相继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华
大学、复旦大学、国防科大等高校知名专家学者
为洪江发展“把脉、开方”、为洪江干部“洗脑、充
电”。“人人都是旅游参与者，个个都代表旅游形
象。 营造良好的洪江全域旅游环境，必须提高旅

游管理干部队伍素质，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素质，
凝聚旅游发展合力，升级旅游消费体验。 ”区旅
游局局长明芙蓉听了旅游讲座后茅塞顿开。

“业务专业、服务热情、工作效率高，能够这
么快就办好分公司的注册登记，真是想不到，我
为你们点赞！ ”9 月 12 日，湖南省盈达电力建设
有限公司洪江区分公司工作人员在办理好注册
登记后， 高兴地对洪江区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
督管理局窗口工作人员竖起了大拇指。

这是该区开展“四抓四强化”带来的变化。该
区着力抓作风建设，强化窗口服务质量；抓流程
建设，强化窗口服务效率；抓责任建设，强化窗口
服务环境；抓能力建设，强化窗口服务水平，大力
提升窗口服务水平，简化各类市场主体办理注册
登记程序，提高窗口工作人员办事效率，服务质
量、服务水平同步提高，受到群众普遍点赞。

创新发展，党建保证。 该区深入开展党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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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明
显净化。 加强对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重要岗位
的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
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
盖。 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纪案件，廉政勤政意识
明显增强。

为了用好“改革关键一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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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区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完善“三
张清单”制度，将行政许可之外的服务事项下放
乡街，增强基层服务能力。推进“两集中、两到位”
改革，推行“窗口受理，后台办理”的并联审批模
式。 顺利完成“营改增”等税制改革工作，全面落
实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健全政府增信机制，
设立风险基金，对精准扶贫等贷款业务风险进行
补偿担保。深化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建立“评、审、
管”三分离制度。

该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全面推进政
府机构、乡镇区划调整、行政审批制度、商事制
度、财税体制等重点领域改革，圆满完成政府机
构改革、乡镇区划调整和并村工作，适应新常态
的发展格局和体制初步建成。 创新投融资模式，
积极整合 5 大融资平台， 较好地解决了发展过
程中的资金瓶颈制约。 成功创建市级“金融安全
区”，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开展农户信用评级授信
等工作。

创新发展天地宽。 10 月，洪江区总投资 8.5
亿元工业集中区沿江综合整治建设 PPP 项目正
式开工， 园区正由单一的工业区向多元的产业
区转变，并逐步成为环境优美、功能完善、业态多
元、活力无限的综合产业区、特色旅游景区、生态
新城区。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 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壮丽征
程，洪江区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朝着“建
设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城市”的宏伟目标，奋力
推进“旅游旺城、旅游兴区、旅游富民”发展思路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接力谱写洪江再次辉煌的
历史华章！

■向玉龙

岁月积财富，商道在洪江。
这是一座历尽沧桑变化的千年古城， 流淌着洪商

文化千余年的灵气与血脉； 这是一座厚积而薄发的旅
游城市，展现着现代文明博大深远的内涵和底蕴。

今日洪江区，如诗如画。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建设
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和推进 “一极两带”、“一个中心、
四个怀化”建设征程中，洪江区按照怀化市委、市政府
为该区擘画的旅游宏伟画卷，围绕建设“全国知名旅游
目的地城市”，坚持旅游旺城、旅游兴区、旅游富民发展
思路，奋力建设创新创业、宜居宜游、精致精美、古色古
香的洪福洪江取得重大进展。

今日洪江区，民安人和。 在洪江区工委带领下，全
区人民同心同德，携手共进，经济社会发展迈上了新台
阶。 这背后，凝聚着洪江区干群真抓实干求发展的智慧
和汗水，散发着这方热土的无限魅力。

洪江区旅游资源丰富， 文化底蕴深
厚。

勤劳智慧的洪江人曾经创造了灿烂
的商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从隋唐始，洪江
区以集散桐油、木材、白蜡、鸦片而闻名，
是滇黔桂湘蜀五省地区的物资集散地，
素有“湘西明珠”、“小南京”、“西南大都
会”之美称。洪江古商城仍完好地遗存了
380 多栋明、清、民国时期古建筑，被专
家称为“中国第一古商城”。

2017 年 8 月 24 日， 湖南美术家协
会创作基地落户洪江古商城。著名画家、
湖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杨国平说，洪
江有古建筑群和商道文化等稀缺资源，
古商城与艺术家的美丽邂逅， 艺术家们
通过艺术创作及交流等活动， 将向世界
展示这深具商道文化气质的古城。

近年来， 洪江区抢抓鹤中洪芷核心
引领区和怀化南部生态文化旅游先导区
建设机遇，大力实施旅游统领战略，坚持
产业围绕旅游转、产品围绕旅游造、结构
围绕旅游调、功能围绕旅游配、民生围绕
旅游兴， 旅游正成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的新引擎。

到 2016年末，洪江区人均 GDP5.15
万元，一般预算收入税占比达 80%以上，
稳居全市前列； 全区接待游客 356 万人
次，是五年前的 3倍。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的深层意
义就是文化的体验。 我们完全具备发展
文化旅游的天时、地利，必须力促文化旅
游业尽快成为优化经济结构的先行产
业，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洪江
区工委书记罗国宇介绍， 该区先后出台
了关于建设旅游强区的决定、 旅游发展
奖励办法等系列文件， 每年安排旅游发
展专项资金， 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金投
入旅游建设中来。

一项项掷地有声的举措， 一个个蓄
势勃发的项目， 奏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的强音。

洪江新地标拔地而起， 古城新景点
惊艳亮相。 洪江古商城完整性恢复工程
项目房屋征收签约工作全部完成，18 栋
“国保”修缮有序推进，洪江报馆、蒋元记
油号、 徐复隆商行渐成佳景， “洪江
1915”民国遗韵建成使用，徽州会馆、衡
州会馆、湘乡会馆、山陕会馆等一批古商
城精新建筑将陆续推出。 “烟雨洪江”
明年将大功告成，“水映洪江”呼之欲出。
新民路民国风格、 高坡街明清风格临街
建筑立面改造与 3 个入城口改造工程紧
锣密鼓；怀洪旅游干线开工在即，届时怀
化至洪江只需 40分钟。

为提升景区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
力，洪江区还先后组织策划了欧阳星凯洪
江古商城系列摄影展、第五届“世界围棋
巅峰对决”等活动，形成了“千年古寺佛佑
平安”、春节“龙狮迎新春”、古城旗袍秀、
樱花浪漫季、穿越明清游等品牌活动。 同
时，加强与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合作，邀请
《快乐汉语》《乡约》 等强势栏目来洪江区
制作系列专题节目。《向警予》《秋收起义》
等众多影视剧来洪江取景，洪江正阔步向
享誉国内的重要影视基地迈进。

五年来， 洪江古商城成功获批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嵩云山景区、茅头园村
星空庄园获批 3A 级旅游景区， 沅水扎
排放排号子入选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
录， 横岩竹海生态旅游项目入选湖南重
点招商引资项目， 洪江古商城入列国家
“十三五”发展规划。

旅游喜事频传，发展风正帆扬。 该区
还精心组织开展了专题旅游推介活动，通
过参加旅博会、 举办旅游推介会等方式，
大力宣传洪江区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促
进招商引资和提升洪江旅游名气。文旅大
鳄叶文智预期的“湖南旅游新的激动”正
在山城洪江酝酿、涌动、喷薄欲出！

“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导向，全面增强群众
满意度和幸福感。”洪江区工委副书记、区管委党
组书记毛运鸿说，该区始终恪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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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实推进民主法治工作，全面推进依法治区
进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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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治民调排名连续多年保持全省、全市前

列，连续七年保持“省级平安区”称号。 安全生产
形势持续改善，未发生较大以上安全事故。

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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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促进城乡充分就业，坚持以创
新创业为带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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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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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2016 年末，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 17300 元，年均增长 10.2%；人均储蓄存款达
到 3.9 万元，年均增长 12.8%。 基本医疗保险覆
盖率达到 97.5%， 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提高到
98.1%；投资 1.15 亿元，新建公租房 1369 套，改
造农村危房 500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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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市第一个实施高中阶段免费教育、农
村幼儿园免费教育。 成功举办 2017中美篮球明
星对抗赛、2017 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湖南（洪
江）赛，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开展。 连续 5 年开展
“欢乐潇湘”大型群众文艺汇演，全市第一个省级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即将建成，城乡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老百姓的笑容更加灿
烂了。 大力推进路网、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建

设，“两水四岸七桥三线”城市空间布局及交通格
局基本形成，城乡公交线路实现全覆盖，农村公
路通村通达率 100%，居全市第一。

同时，大力实施“六到农家”项目，推进“美丽
乡村·幸福家园”工程，茅头园村和鸬鹚村被评为
“湖南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成功创建“国家级
生态示范区”、“省级卫生城市” 和“省级文明城
区”，一幅“街净路畅、山清水秀、村美人和”的美
丽画卷徐徐展开。

菖蒲村是洪江区最偏僻、 海拔最高的山村，
也是曾经有名的省级贫困村。 今年春节前，省里
传来好消息，菖蒲村和洪江区其他 7 个贫困村通
过验收，一起甩掉了贫困帽子，村集体经济达 7.8
万元， 274 名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 5000 元，超
过 3026元脱贫线，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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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洪江区采取
精准、全面、超常规的措施，确保实现区内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1618�户 4000 多人基本整体脱贫，
8 个贫困行政村全部出列，全区贫困人口稳定实
现“两不愁三保障一增长一满意”目标。

为确保帮扶到人、帮扶到心、帮扶到点、帮扶
到根， 该区两个乡、61�个帮扶责任单位分别与区
工委、区管委签订脱贫“摘帽”军令状和责任状，建
立了区、乡、村三级扶贫帮困责任体系，实现了对
全区建档立卡贫困对象结对帮扶全覆盖， 并建立
和完善驻村扶贫考核、检查、奖惩、问责等一系列
工作机制，实现了驻村扶贫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管
理。

洪江区牢牢抓住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和扶
贫开发一揽子政策落地的有利机遇，着眼于扶真
贫、真扶贫、真脱贫，精准把脉、分类施策，以“五
个一批、六个精准”为导向，抓实抓牢“六道关
口”。 2016年底，在全市第一个、全省第一批率先
实现整体脱贫“摘帽”。

创新发展开新局

“龙狮迎新春”春节文化活动

文旅融合谱新篇

改善民生绘新景

河山太极图

“洪江 1915”民国遗韵在夜色中璀
璨夺目

嵩云山樱花园里古琴悠扬

古商城晨景

“烟雨洪江”油画

（本版图片由洪江区工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