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建设全面夯实

全面推行常委会定期研究党建、 区委常
委办党建示范点， 区级领导抓软弱涣散党组
织、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和“两委”换届的工作
机制。抓实指导监督和风气巡察，推行换届选
举全程纪实机制，圆满完成村(社区)“两委”换
届。 全力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实施“贫困
村与党组织心连心”工程。

全面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开展“党委（党
组） 书记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述职”“党管意

识形态好书记评选”等活动。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氛围浓厚，“七大分队进基层，
七进七讲聚人心” 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深入人
心。“互联网 + 宣传”成效明显。

积极开展“四同创建”工作，成功创建了
1 个省级示范点、1 个市级示范点、3 个区级
示范点。

党风廉洁建设从严从实。不断抓实“两个
责任”，构建责任落实体系。 率先创新建立执
纪监督与执纪审查分离的“1+1”工作机制。全
面完成区乡纪检监察工作一体化管理工作，
实现了派驻监督全覆盖， 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工作如期完成，区监察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
2017 年，共立案查处各类案件 118 件，给予
党纪处分 118 人。

走进新时代，起航新征程。高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以党
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以“北湖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为目标，在建设“五个北湖”、打造

“一核四区”， 决胜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
会的康庄大道上，北湖人的步伐将永不停歇。
一个朝气蓬勃、发展无限的新北湖，正走
向辉煌！

■ 文小兵 李雪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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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化雨润北湖， 不忘初心促

发展。 2017 年，北湖区在郴州市委、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
领，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中央、 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
部署，深入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和“产业主导、全面发展”战略，
着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
生、防风险，加快建设“五个北湖”、
打造“一核四区”，全区经济社会发
展呈现出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进中
提质的良好态势。

2017 年， 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含郴州经开区）404 亿元，增长
8.0%；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62.4 亿元，增长 10.5%；完成固
定 资 产 投 资 380.7 亿 元 ， 增 长
12.6%；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为 33466 元、20240 元，
分别增长 8.6%、7.8%。

2017 年， 湘南国际物流园被评
为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区， 北湖区被
评为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示范区 、
全国县级防灾减震工作先进单位 、
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县市区 、省
旅游产业发展“十佳县市区”、全省
法治县市区创建工作先进单位 ，并
进入全省县域经济增长综合排名 20
强、 全省旅游经济环境质量最佳前
十名 。 全年共荣获国家级荣誉 29
项，省级荣誉 59 项。

产业发展气势如虹

转方式，调结构，发展现代服务业是
突破口。 随着步步高·新天地、友阿国际
商贸城和高璧综合大市场、湘南大市场、
湘南国际机电建材城等一批城市综合体
和专业市场建设及运营稳步推进， 市场
辐射效应凸显；同时，城区老旧市场外迁
正式启动， 北湖区中心城区优势持续放
大。 金煌仓储物流及有色金属检验中心
等 12 个精品项目列入市级重点产业项
目，完成投资 53 亿元。 湘南国际物流园
获评“全国优秀物流园区”，“跨境一锁”
快速通关系统正式运行， 郴州进口肉类
指定查验场顺利竣工。

全域旅游初见成效，1000 余万元产
业引导资金推进旅游基础设施提质，成
功纳入第三批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单位， 被确定为全国自驾旅游示范（试
点）区，仙岭温泉文化旅游产业园创建国
家 3A级景区。

小埠（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全面
推进， 碧桂园集团与五环集团拟投资
100 亿元打造龙女康养特色小镇。 全年
接待游客 895.74 万人次， 增长 21%；实
现旅游收入 66.37 亿元，增长 22%。

新型工业快速发展， 实现规模工业
增加值 76.91 亿元，增长 6.9%。 成功申
报 11 个科技项目，推动 10 多项新技术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实现销售收入近亿
元。 启动电子信息应用新材料产业园建
设， 鲁塘石墨产业园纳入郴州经开区托
管并开工，昊盈石墨、春韵文化、星源智
能装备、源鸿科技、多特智慧锁等一批新
兴产业公司迅速成长。

现代农业发展驶入“快车道”，实施
现代农业发展“三六九”工程，统筹安排

2000 万元资金奖补九大产业。“郴州
高山禾花鱼” 获国家地理标志认
证。 新增农业龙头企业 4 家，
总数达 28 家， 完成营业
收入 25 亿元， 实现利
税 1.35 亿元。

中国供销郴州农副产品物流园落户
北湖， 成功创建郴州市首家 B2C、B2B
专业化农副产品电商平台———“福农汇
商”。全面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进度居全市第一。

时代
北湖

———郴州北湖区 2017年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创新驱动力量强劲

全力激发创新驱动， 进一步简政放
权，扎实推进“放管服”改革，在全市率先
启动政务服务“一次办结”改革工作。 不
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试行一照多址、一
址多照、进一步放宽住所（经营场所）登
记创新举措。 全区市场主体增加 1030
家，11 家企业进入全市民营企业 30 强。

创新创业如火如荼。 新认定高新技
术企业 12 家，创建研发中心 4 家（其中
省级 1 家），均为全市最多。 郴州经开区
被评为“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
范基地”“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国家
级众创空间”。

坚定不移实施重点项目建设“四年
行动计划”， 组织开展了重点项目建设
“四比四赛” 竞赛和房屋拆迁攻坚等活
动。 2017 年全区安排重点建设项目 205
个（含郴州经开区项目 25 个），全年完成

投资 165 亿元。 其中中国供销郴州农副
产品物流园、 微晶石墨精深加工被纳入
全省 2018 年 100 个重大产业项目。

梧桐叶茂，凤凰飞来。 北湖区、郴州
经开区成功引进一批优质标志性企业，
全区实际利用外资 1.64 亿美元，实际到
位内资 50.72 亿元人民币， 外贸进出口
总计 3.15 亿美元。 成功引进希望住工、
科德宝集团动力电池隔膜、 仙岭湖文化
旅游产业园等大型项目， 全年签约项目
49 个，项目履约率 100%。

园区是招商的主战场。 郴州经开区
实现招商引资总额 47 亿元， 同比增长
11%；引进凯纳方科技、天珑芯手机、铠
楠珠宝、 阳普医疗健康产业园、 湘工环
保、宏顺物流等项目。湘南国际物流园预
计完成招商引资总额 23.32 亿元， 同比
增长 10%。中汇商贸大厦、中国供销郴州
农副产品物流园、 郴州进口肉类指定查
验场等一批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入驻并加
快推进。

城乡建设亮点纷呈

规划引领，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广泛深
入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生态园林
城市，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查。北湖区
完成 50 余条背街小巷、147 个庭院小区
（村组）、22 个农贸市场提质改造； 大力实
施城市综合管廊建设， 完成污水管网建设
2 公里， 启动乡镇污水处理设施 PPP 项目
运作。

乡村建设持续推进。塔埠大道、黎埠公
路、G107 良田绕镇公路北湖段等道路建成
通车，创建“四好”农村路 14.7 公里。 农村
饮水提质改造，完成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19
个，解决 1.46 万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实施

“洁净乡村”行动，累计投入 1200 余万元进
行农村环境改善，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率达
到 95%以上。 创建环境卫生整治示范村 4
个，农村集中建房示范点 14 个、散户建房
示范户 220 户。

全省美丽乡村建设现场会在北湖区召
开，三合村荣获“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北湖区深入
开展环境安全“监管执法年”活动，积极创
建空气质量达标城市，全面推行河长制；饮
用水源地水质 100%达标，助推郴州市全国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通过验收。 大力
实施森林生态景观提质、 西河绿色生态屏
障等建设，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68.94%。

民生福祉明显改善

坚持把精准扶贫作为第一民生工程，
大力实施“十大帮扶”“五大技扶”工程，所
有贫困村和贫困户达到脱贫标准，8 个省
级贫困村出列，1232 名贫困户脱贫，107
户易地搬迁户、153 户危改贫困户全部入
住新居，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社会保障全面完善。 新增城镇就业
7340 人，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 3366 人，新
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 1862 人。社保
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颐心养老院被国务院
督察组称为“湖南养老的一张名片”。在“两
房两棚”工作中改造农村危房 271 户，完成
保障房建设 2070 套， 棚改签订协议 7259
户。

教育事业均衡发展。 新增义务教育学
位 6800 个， 圆满完成郴州市大班额化解
任务。

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建设试

点，计生工作实现进类进位目标，进入全市
先进行列。

成功举办第二届“欢乐北湖”文体节、
第十三届全运会航海模型预选赛、2017 年
“寻找美丽中华”全国旅游城市定向系列赛
北湖分赛等一系列有影响的活动和赛事，
本土动漫《小邑时空传》 在央视播出，《牢
记》荣获全省“欢乐潇湘”一等奖。

“平安北湖”和“法治北湖”建设深入开
展，全面落实网格化管理、实名制管理和群
防群治“四点”工作模式，防范和打击非法
集资工作在全市考核中排名第一。 全区接
警数出现近 10 年来首降 ， 同比下降
24.71%。

荣获全市迎接党的十九大安全稳定工
作先进集体。 全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
安全事故， 在全国安全生产新闻宣传工作
座谈会上作为全国唯一的县市区作典型发
言。 在全市率先启动集体聚餐食品安全责
任保险， 被列为湖南省食品安全示范县
（市、区）创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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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市场建设凸显辐射效应。 周峰 摄

加大投入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着力优化教育环境。 周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