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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稳“第一方阵”，

———珠晖区五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漫步街头，灯光霓虹，景美人欢；徜徉景区，风
光旖旎，游人赏醉；行走乡村，青山绿水，果味飘香
……这是一块积淀着历史与梦想的福地， 这是一
方跃动着生机与活力的热土。 伴随着发展的铿锵
足音，珠晖又走过了 5 年。

如果将发展喻为一盘大的棋局， 党的十八大
以来， 衡阳市珠晖区凭着日益娴熟的棋艺和稳中
求进的棋风，带领全区人民步步为营，砥砺奋进：

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城乡面貌展现新形象、改革
开放实现新突破、民生事业取得新进展、依法治区
迈开新步伐、党建工作得到新加强。

“站稳全市‘第一方阵’，争当建设‘五个新衡阳’
的排头兵！ ”珠晖区委书记陈礼洋的话掷地有声。

新的格局已然构建：珠晖区贯彻落实市委、市
政府补短板决策，补齐“旅游经济、项目管理、金融
工作”三块短板，构建“两带五片、三横四纵、山水
共融”的城市发展空间格局。

新的传奇正在书写：2016 年， 珠晖区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 228.16 亿元，增长 8.8%；完成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15.3 亿元，增长 6.1%；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 187.31 亿元，增长 17.4%；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125.22 亿元，增长 11.9%。全面小康总实现
程度达 90.4%，成功步入全省达标县（市）区行列。

探寻过去 5 年的“棋局”中如何谋局、布局、成
局，既是对过去的盘点总结，更是对未来的愿景展
望。

“要解放思想引领发展，要优化环境保障发
展，要提升能力推动发展……”面对各地竞相发
展的态势，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困局，珠晖区积
极应对。

但是，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实体经济增长困难、项目管理隐患较多、财政收
支矛盾突出、经济风险仍然存在、发展环境有待
优化……一道道难题摆在决策者面前， 珠晖该
如何破局？ 这股子气来自哪里？

来自坚定沉着的战略定力———“善弈者，谋
局，不善弈者，谋子”。 面对新常态，珠晖区委、区
政府一班人认为要实现后发赶超、跨越发展，就
必须找准自身定位， 以超常的精神， 超常的举
措，超常的力度，在思想解放和发展路径上寻求
突破。

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倡议
或战略多重叠加，加之湖南立足“一带一部”战
略定位，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衡阳
着力补齐“县域经济、工业经济、旅游经济”三大
短板，珠晖区作为衡阳的主城区、城市发展的主
阵地，有优势争取更多政策、项目和资金支持。

珠晖人敏锐地感觉到一次改变命运的历史性机
遇已然来临。

来自高瞻远瞩的超前谋划———珠晖区委在
区第四次党代会上提出打造“一体两翼”，建设
“五个珠晖”发展战略，珠晖有了更大的雄心与抱
负。 一体即以衡州大道为中轴的中心城区、酃湖
新城，将其建成现代商贸区、科教文卫区、养生养
老区；两翼即以“一体”为中心的南片东阳半岛、
北片滨江新区 - 金甲岭小城镇， 将其建成现代
物流区、休闲旅游区。“五个珠晖”即财富洼地、
“双创”高地、宜居宝地、休闲胜地、民生福地。

在今年的区委经济工作会议上，又发出“突
出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干事创业、全面植优补短，
争当建设‘五个新衡阳’排头兵”的号召，成为指
导珠晖未来发展的主战略。

这是怎样的前景，怎不让人心潮澎湃！
党的十八大以来， 珠晖区委统领全局，立

足于珠晖各个阶段所处的发展环境和历史机
遇，精心谋划，与时俱进，为珠晖的发展绘制蓝

图，指明方向。 尤其是伴着跨越
发展、后发赶超的珠晖最强音，

不断优化的发展战略，对推进珠晖经济发展从
“绿色宜居新城、科教商贸强区”总体定位，到
大力实施生态立区、商贸旺区、文旅兴区、开放
活区、清廉正区“五大战略”，可谓正逢其时，意
义重大。

珠晖区委副书记、区长刘桢干表示，实践证
明，一系列谋定后动的战略决策，已为珠晖迎来
未来 5到 10年的黄金发展机遇占到了先机。

形势时不我待，发展迫在眉睫，珠晖区深谙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

撸起袖子加油干，扑下身子抓落实。 珠晖区
主动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湖南“一带一
部”、“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等发展战略，广大党
员干部凝聚起来的是打造“一体两翼”、建设“五
个珠晖”的千钧动力。

在党委政府决策上， 大力实施招商引资
“500 万工程”，200 万元用于重点项目包装策
划，3 个 100 万元分别用于旅游产业发展基金、
招商引资奖励基金、招商引资工作经费。 区四大
班子领导率队，分赴北京、深圳等地招商引资，
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 举办“衡阳异地商会
恳亲会暨企业家珠晖行”活动，构建“亲”“清”新
型政商关系，为客商提供最高效、最便捷、最优
质的服务体验， 近 200 名回乡企业家实地考察
茶山坳特色小镇建设。 富力集团、 中建兴业等
60 余家企业 100 余人次来珠晖洽谈投资，其中
“港洽周”成功签约 111亿元，创历史之最。 推进
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组建区城乡旅游投，做实
做强区城建投，主动对接国开行、农发行、农业
银行、湖南信托等金融机构，拓展融资渠道，今
年上半年到位融资近 6亿元。

在党员干部践行上， 全区干部的干事创业
激情正凝聚成一股洪流，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推动各方面工作齐头并进。 2016年，商
事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完成“五证合一、一照一
码”换照 921 户，新增市场主体 2631 户，获得全
省先进；54个行政村合并为 32个，珠晖工业园、
江东综合市场平稳交接；完成兴湘、沿江、光耀
等 18 个村 2 万多亩土地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
深入推进科技创新，环球科技、衡阳运机、华意
机械等 14 项科技纳入市级科技项目，9 家企业
被评为全省“创业企业”“小巨人企业”，新增注

册商标、省著名商标 71 件，发明专利申请及授
权量分别达到 509 件、249 件； 实际利用外资
4709万美元，增长 12%。

在人才质量提升上，变“相马”为“赛马”，
“双推双考”公开选拔副科实职干部。 采取“请进
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分批赴浙江大学、红旗
渠干部学院、焦裕禄干部学院学习，不断提升干
部工作能力和素质， 着力打造精干高效的干部
队伍。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正是基于空前的
发展机遇和自身独特的交通、资源优势，一批省
市重点项目的落户，如同一支“强心剂”，激活了
珠晖经济发展的“一池春水”。

5 年来，珠晖区实施重点项目 300 余个，完
成投资 376 亿元， 项目数量、 投资额度连破纪
录。 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调速换挡新常态下，仍
保持年均 28.9%的高速增长，成为点燃珠晖转型
发展的“新引擎”。

珠晖区还按照省委、 省政府打造“锦绣潇

湘”全域旅游基地总要求，贯彻市委、市政府“补
齐旅游短板、建设旅游强市”总部署，立足珠晖
“一体两翼”布局，首补旅游短板，在一体中心城
区、南翼东阳渡、北翼茶山坳同步发力，形成一
体为基、两翼为主的全域旅游格局，旅游经济由
“一枝独秀”变成“百花齐放”。

一年一度的梨花盛会， 已成为展示“珠晖
元素”、讲述珠晖故事、传播珠晖声音的一张靓
丽名片。 烂漫的花海、悠远的古镇、翠绿的果
园，唯美的歌舞、丰富的美食、精彩的赛事，再
加上浪漫的东洲岛、娴静的双水湾、缥缈的云
鹫峰、秀美的金龙湖、碧波荡漾的酃湖公园，让
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在中国·衡阳乡村生态
旅游节暨珠晖“四美”茶山旅游文化节及采梨
乐期间，接待游客突破 70 万人次。2016 年旅游
经济逆势上扬，增长 140.6%。 茶山坳在去年荣
获全国美丽宜居小镇的基础上，今年又成功入
选全国第二批特色小镇，成为全市乡镇（街道）
唯一代表。

珠晖过去的 5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的 5 年；是栉风沐雨、砥砺奋进的 5 年；
是科学发展、蓄势突破的 5 年；更是硕果累
累、变化显著的 5年。

最坚强的保障是党的建设持续加强。 5
年来，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
党内重大活动，珠晖党建科学化水平全面提
升，各级阵地建设高位推进，开展“四问四
帮”“双联双争”“一进二访” 等大走访活动，
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3100多个。

积极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
局， 建成一批村级活动场所及社区办公服
务用房，划分基层党建网格，下派“第一书
记”，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
增强。树立干事创业的鲜明导向，顺利完成
乡镇党委换届工作。 坚持把政治纪律和规
矩挺在前面，认真落实相关条例、准则，严
肃整治“四风”陋习，切实加强案件查办，干
部作风明显好转，人心齐、风气正、干劲足
的良好环境不断改善。

最显著的成就是经济实力大幅提升。
2016 年全区完成 GDP� 、 固定资产投资、
财政总收入， 分别是 2012 年的 1.52 倍、
2.21 倍和 1.51 倍， 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为
4.3:54.8:40.9。 2016 年规模工业增加值增
长 6.5%，新增家庭农场 13 家、专业合作社
21家，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 19
家。近 5年来，全区农村土地流转总面积达
3.68万亩，建成规模化设施蔬菜基地 5000
亩。 2016年，全区设施蔬菜创产值达 8000
余万元，设施农业成为珠晖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的亮点。

全国“科技进步达标区”“妇幼百强区”
“残疾人工作先进单位”“义务教育发展基
本均衡县市区”，全省“全面小康推进工作
十快进县”“新农村建设先进县市区”“为民
办实事先进区”“社会救助示范区”“平安县
市区”，全市“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先进单位”
……这一串串金灿灿的荣誉， 不仅是珠晖
砥砺奋进的见证， 更是珠晖服务群众的点
滴足迹。

最明显的改观是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今日珠晖， 城市的面貌气象万千。 滨江新
区、酃湖公园、耒水风光带、怀邵衡铁路、二
环东路等项目稳步推进；市体育中心、市体
育馆、市游泳馆投入使用；湘桂复线、湘桂
铁路 K7 线、衡茶吉铁路、衡州大道、蒸湘
南路延伸线、 船山东路建成通车； 湘江东

路、广东路、临江路、光明街等改造提质…
…无论是城市“大动脉”，还是城区“微循
环”，都更加通达畅通。 一批城市主干道两
厢不断提质升级，一批示范社区成功打造，
所有社区落实环卫市场化， 首推“三清三
建”“五劝一引”，城市管理的“珠晖经验”享
誉雁城。一个个城市广场，是老百姓的休闲
地，一间间治安岗亭，是老百姓的定心丸。

今日珠晖，乡村的容颜焕然一新。新农
村建设、农村危房改造，靓丽别致的乡村民
居随处可见， 漂亮宽阔的通村公路修到村
民家门口。产业结构调整，让农民的荷包鼓
起来，改水改路改厕，让广袤农村家家户户
的庭院靓起来。农家书屋，是他们学习文化
知识、掌握致富本领的去处，文化家园，是
他们劳碌一天后自娱自乐、 休闲放松的场
所。 与道路一起变宽的，还有村民的胸怀，
与楼房一起变高的， 还有村民的道德水准
和文明素养。

最可喜的进步是民生改善、百姓安康。
5 年来， 为最大限度地领跑全区“幸福
GDP”，珠晖区始终把民生工作放在重要位
置，一件件事关百姓冷暖的民生大事，陆续
破题；一项项事关衣食住行的惠民工程，接
连开工。

教育好了， 均衡不再遥远———近两年
以来，投资 2.1 亿元，迁建学校 2 所，建成
合格学校教学点 1 所， 建设乡镇中心幼儿
园 1 所，改造危旧校舍 23 个，添置学校设
施设备 3 万余件， 有效化解了城区“大班
额”，获评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市区”“全国校园足球试点县（区）”。

保障多了，幸福不再遥远———5 年来，
区财政用于民生投入累计突破 33 亿元，是
“十一五”时期的 5.7 倍，获评全省“为民办
实事先进区”。 2016年，财政用于民生支出
达 10.2 亿元，占财政总支出比重首次突破
70%。 就业、住房、医保、养老、低保等社会
保障更加坚实有力。 新增城镇就业 2.5 万
人，建设廉租房、公租房、棚改房、安置房
2.85 万套，全民医保体系、基本养老保险、
最低生活保障实现城乡全覆盖。新建、改扩
建乡镇、村（社区）卫生站所 15 所，计生工
作连续 14年蝉联“国优”“省模”。健全慢性
病监测体系， 获评全市首个省级慢性病综
合防控示范区。

环境好了，美丽不再遥远———在城区，
社区“两化两体系”加快建设，新建、改扩建
社区办公服务用房 34个，各类公共设施投
入大幅增加；在农村，清理水塘，治理垃圾，
不少“脏乱差”变身“白净美”，碧水蓝天、鸟
语花香，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这一个个镜头、一组组数据，是珠晖区
倾力办好百姓实事的有力证据， 更是居民
群众笑颜频开的幸福画卷。

“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能量，加快建设‘五个
珠晖’！ ”陈礼洋坚定地说，珠晖区广大干部
群众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湘江东岸秋风劲，耒水河畔又击鼓。可
以期待，在这片追天逐日的发展热土上，在
锐意奋进的伟大征程中， 继往开来的珠晖
将交出更为精彩的答卷。

聚势切入制定发展之策

砥砺前行喜结发展之果

争当建设“五个新衡阳”排头兵

谋局

布局

成局

湘江东岸美丽的珠晖城景。 彭斌 摄

珠晖区大力推进社区“三清三建”工程，
社区面貌大变样。 陈太仰 摄

珠晖区委书记陈礼洋（右三），珠晖区委副书记、
区长刘桢干（左一）调研项目建设。 刘蓓 摄

珠晖区在 2017 年湖南“港洽周”上与引进
企业签约。 珠晖区商务局供图

珠晖区乡村旅游红红火火，成为衡阳市近郊游的“主力军”。 图为骑行爱好者在金甲梨园
参加骑行比赛。 王翟 摄

全面发力筑牢发展之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