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新邵县湘商产业园大坪石背垅
片区， 湘中汇商硅谷产业园建设如火如
荼。“项目 2015 年 9 月动工以来，累计
开工面积约 25万平方米，引进各类企业
52家，完成招商面积 163380 平方米。 ”
产业园开发建设单位新邵东谷实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邓力翔介绍，这一总投资 20
亿元、建筑面积 68万平方米的项目预计
2020年全部建成，届时将成为邵阳高端
产业聚集的地标性建筑群。

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新邵县以项目为抓手， 全力推进县域经
济跨越发展。近五年，新邵县共安排投资
1 亿元以上重点项目 36 个，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600 余亿元， 年均增长率为
31.8%。去年，该县争取到位各类资金 16
亿元，引进重点项目 35 个、其中上亿元
项目 2个，到位内资 126亿元，实际利用
境外资金 1969 万美元， 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 204亿元。 2016年，全县财政总收
入达 10.92亿元，同比增长 7.5%。

在打造立体交通网络方面， 新邵硕
果累累。 沪昆高铁建成通车并在坪上镇
设立邵阳北站；衡邵、娄新、邵坪、安邵高
速建成通车并连接成网， 设置落地互通
7 个、连接线 5 条，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
达到 115公里，居邵阳市第一位；二广高

速新邵西收费站、L5 连接线、 邵阳西连
接线、寸石互通建成通车。 目前，新邵以
高铁为龙头、高速为骨架、国省干道为动
脉的区域交通枢纽已经形成， 成为全省
交通最便捷的县（市）之一。

在新型工业化建设方面， 新邵共兴
建标准化厂房 39 万平方米， 入园企业
66 家，园区成为新的产业发展平台。 湘
中汇商硅谷产业园荣获“全球湘商十大
最具投资价值园区”称号。 巢暖好引凤，
近年来， 新邵共新引进投资规模较大项
目 152个，其中投资上亿元项目 9 个、投
资 1000 万元以上项目 65 个，实际利用
内资 313.5亿元。

同时，农业、第三产业、城乡建设等
项目多点开花。“生态立县”树起品牌，完
成造林 3.39 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到
57.7%，建成各类农业产业基地 35.16 万
亩，获“全国林下经济基地示范县”“国家
林下经济及绿色特色示范县”称号。城镇
建设加快推进，旧城改造、新城建设“并
驾齐驱 ”， 去年全县城镇化率达到
36.33%，陈家坊镇、坪上镇还成功跻身
全国重点镇行列。 保障性安居工程共改
造棚户区 3800 户、农村危房 14295 户，
建设公租房 1879套，国有林场危旧房改
造主体工程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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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新邵 铿锵前行

新邵县旅游资源丰富，拥有白水洞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岳坪峰国家森林公
园、筱溪国家湿地公园三大“国字号”景
区，“海底世界”“天河瀑布”“白水峡谷”
3处四级旅游资源单体，以及 46 处三级
旅游资源单体。 同时，便利的交通为做
大做强全域旅游提供了坚实保障。

立足旅游发展优势，新邵把全域旅
游产业作为全县经济发展的一大龙头
产业来抓。 县里成立了高规格的全域旅
游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新邵县关于
加快推进旅游产业发展的决定》等政策
文件，并且把全县作为一个大景区来规
划，聘请了浙江远见公司、湖南山地旅
游设计公司、湖南农大专家等规划团队
编制出全域旅游规划。

在此基础上，新邵积极构建“一核
一环三线四区多点”旅游新格局。 即以
打造生态旅游县城为“一核”；串联县内
主要旅游资源，打造坪上 - 清水 - 凤凰
谷 - 白水洞 - 白水峡谷 - 大新玫瑰小
镇 - 资江风光带 - 酿溪 - 雀塘 - 太芝
庙 - 岳坪峰 - 潭溪 - 寸石 - 坪上的旅

游大环线为“一环”；打造 G207（酿溪、
严塘、坪上）、S217（新田铺、巨口铺、龙
溪铺、大新等）、S244（雀塘、陈家坊、潭
府、 太芝庙等） 三条旅游景观带为“三
线”；白水洞国家风景名胜区（白水洞、白
云岩、资江小三峡）、岳坪峰国家森林公
园、筱溪国家湿地公园、坪上高铁新城四
大重点景区建设为“四区”；通过旅游扶
贫、美丽乡村建设，将白水村、清水村等
一批具有独特乡俗的地方打造成为省
级旅游名片，加快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
游转变，努力构建全景新邵。

新邵县还注重把发展乡村旅游与
美丽乡村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古村落保
护结合起来， 全面推进美丽乡村示范点
建设。 目前， 全县已成功创建 3个中国
传统村落，24 个村列入全国乡村旅游扶
贫重点村， 建成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现
代农业园区及创意农业项目。

给力举措推进了新邵全域旅游大
放异彩。 2016 年，该县共接待游客 310
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19.8 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 24.1%和 15%。

不管是星月高悬的夜晚，还是霞光初照的清晨，
在新邵县城资江沿岸的公园广场， 随处可见一群群
男女老少，伴随着优美的音乐翩翩起舞，其乐融融。
如今，一处处文化阵地，已成为一个个群众乐享文化
生活、一年四季天天不落幕的大舞台。

新邵县坚持把加快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作
为加强城市服务功能、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建成了遍布城乡的文化阵地，
使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群众。

2013年， 该县投资 40 余万元精心打造了县美
术馆；2016 年， 启动了 8 个农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示范点建设并已通过省市验收；今年，将再建村（社

区）文化广场示范点 133 个。 几年来，还先后建设了
资江风光带、赛双清休闲广场等一批景致优美、环境
和谐、功能合理的休闲娱乐场所。 此外，15个乡镇综
合文化站场地建设进一步完善，651 个村级文化信
息资源共享服务点更新了设备，651 个村“农家书
屋”建设完成，农村广播“村村响”和“户户通”惠民工
程全面开通。

搭好台好唱戏。新邵充分利用传统节日、重大政
治活动等时机，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先后
成功举办县第十二届赛双清艺术节和第三、 四届县
道德模范颁奖典礼等系列活动。还每年开展“送戏下
乡”30 余场次，放映公益电影 7800 多场次，开展“送
书下乡”活动 4次以上、送书 1万余册。花鼓小戏《结
穷亲》讲述了扶贫帮困的精彩故事，主题接地气，演
出聚人气，一举夺得省、市“欢乐潇湘”大型群众文艺
汇演金奖。

为不断提升文化服务， 满足群众日益高涨的文
化需求，新邵将县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和 15 个乡
镇文化站全面对外免费开放。 美术馆每周一至周六
全天免费开放，去年共举办美术、书法笔会 8 次，举
办培训班 2期，共接待参观群众 2 万余人次；文化馆
开设了声乐、舞蹈、器乐、书法、美术等 11 个免费培
训班，培训学员逾万人次；图书馆长期致力于文化共
享工程建设与服务，在县城建成 24 小时自助图书室
1 家、电子阅览室及多媒体阅览室各 1 个，均实现免
费对外开放，去年共接待读者 6.7 万人次；15 个乡镇
综合文化站年接待人次达 15万以上。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上，2014 年新
邵成功将“孙氏正骨术”申报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2016 年龙山药王医药文化入选第四
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戴勤 肖山河 隆清泉 陈程

项目建设热潮涌动，“三城同创”方兴未艾，
全域旅游不断提速，文化惠民好戏连台，脱贫攻
坚号角嘹亮……初冬的新邵大地， 处处发展热
潮汹涌。

新邵是湖南地理位置中心县。近五年来，该
县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五大发
展理念”，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稳
步前进，“大美湖南之心”建设迈上新台阶。

去年， 新邵县生产总值达到 127.2 亿元，
财政总收入实现 10.92 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 9065 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 22484 元。 五年中，该县被成功纳入国家
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县，荣获全国造林绿化模范县、全国森林和野生
动植物资源保护先进单位等荣誉。

项目建设年年上台阶

旅游兴起处处皆风景

文化舞台天天不落幕

脱贫攻坚仗仗奏凯歌

“脱了贫更要努力，现在村里发展旅游，游
客越来越多，我要抓住机遇争取早日致富。 ”新
邵县严塘镇白水洞村荷花农庄“庄主”曾战胜每
天忙并快乐着。 他曾经是白水洞村的一名建档
立卡贫困户，2015 年接受精准帮扶办起了农
庄， 每年能挣 2 万多元， 去年一举甩掉“贫困
帽”。

白水洞村党支部书记曾庆武介绍， 省司法
厅驻白水洞村扶贫工作队和新邵县、 严塘镇党
委、政府，以及村支“两委”班子，精准发力挖穷
根，在村里建设总投资 1802万元的月亮湖生态
农林产业园，带领村民们逐渐吃上“旅游饭”，走

出了一条旅游扶贫的好路子。今年底，白水洞村
所有贫困户将实现脱贫，从而退出贫困村行列。

新邵县是武陵山片区脱贫攻坚重点县、湖
南省扶贫工作大县。 近年来，该县县委、县政府
把脱贫攻坚工作作为头等大事、一号工程来抓，
将勇毅笃行的扶贫精神化为啃硬骨头、 攻坚拔
寨的扎实行动，带领广大贫困群众摘穷帽、奔富
路。

在精准识别贫困人口的基础上， 新邵创新
扶贫资源动员、驻村帮扶、常态化督查考核等机
制，激发出工作活力。其中通过创新驻村帮扶机
制，实施“一拖一”“一帮四”制度， 2016 年以

来， 共安排 134 个帮扶责任单位 4300 余名干
部，结对帮扶 127 个贫困村、57 个非贫困村，确
保了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帮扶工作队、 每个贫
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

“脱贫攻坚关键靠发展产业。 ”为了增强贫
困群众“造血功能”，新邵县确定了重点扶贫产
业、特色扶贫产业、旅游扶贫产业、电商扶贫产
业等七大扶贫产业，并安排 2.5亿元资金进行扶
持。 在重点扶贫产业方面，投入资金 4000 余万
元，发展油茶 3500 亩、猕猴桃 3000 亩、黑土猪
4810头，惠及全县 126个村 4041个贫困户。在
特色扶贫产业方面， 小额信贷资金到位 1.4 亿
元，助推了以中药材、玫瑰花、富硒果蔬、生猪养
殖为主导的“一村多品”“多户一品”“一户一品”
等特色产业发展。

勤耕硕果丰。 近五年， 新邵共稳定脱贫近
10万人，奏响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最强音。

新邵县始终把党的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全
面从严治党打出“组合拳”。

“只有责任到位，管党才是真管，治党才能
真严。 ”新邵县委出台了《县级领导同志联系指
导乡镇工作主要职责》， 并与全县 29 名联系乡
镇的县级领导逐一签订责任状， 确保了“指导
员”责任落到实处。随之，建立党政领导联村、一
般干部驻村的工作机制，压实了乡镇干部“管理
员”责任。另外，严格落实村干部“服务员”责任。

为了建强干部队伍，新邵在县、乡、村三级
层面建章立制，严抓干部作风。 县级层面，出台
《新邵县整治干部作风突出问题问责办法》，以

铁的决心、 铁的纪律整治干部作风存在的突出
问题；去年来发出作风通报 18 期，通报单位 61
个、干部职工 126人次，给予党政纪处分 36 人，
组织处理 12人。乡镇层面，制定了《新邵县乡镇
干部管理暂行办法》， 对乡镇干部的工作职责、
日常管理、作风建设、监督管理、考察考核、责任
追究作出了明确规定。 村级层面，制定了《新邵
县整治村干部作风突出问题若干规定》，从严明
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财经制度、议事决策程序
和强化日常管理、 项目建设管理、 矛盾排查调
处、 考核奖惩等方面对村干部的日常行为作出
了严格规定。 党员队伍管理层面，严把党员“入

口”、畅通党员“出口”、强化党员教育管理、发挥
党员模范作用“四轮齐驱”；2013 年以来，1500
余名在职党员全部进社区报到， 建立党小组
154个，为社区居民解决大小问题 2000余件。

为了夯实基层“堡垒”，新邵狠抓基层组织
工作经费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村干部
基本报酬每年提升 10%以上。今年，该县继续发
力，建设集便民服务设施、文体活动设施、农业
服务设施、 医疗服务设施和党建服务设施于一
体的农村综合服务平台 409个，建设乡镇“小套
房”767 套、改造乡镇“五小设施”13 个，在已建
成 9个美好社区的基础上再建 16个。

从严治党使新邵党员干部队伍清廉蔚然成
风，活力显著增强，干事热情高涨，全县形成了
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的生动局面。

资江岸边，龙山脚下，大美新邵铿锵前行，
续写着繁荣发展、和谐稳定、人民幸福的锦绣篇
章。

从严治党时时保清廉

日月同辉映资江

湖南之心———新邵寸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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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邵县委副书记、县长陈历贤（前排左四）调研
社区建设。

邵阳市委宣传部部长周迎春（前排左二）、新邵
县委书记阳晓华（前排左三）考察城市建设。

新邵县城鸟瞰

（本版图片均由新邵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