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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
1996 年 4 月 30 日，经国务院批准，岳阳市原南区、郊区合并，成立岳阳市

岳阳楼区。
这里是岳阳的“核心引领区”。 该区秉政者在波澜壮阔的时代浪潮中，践

行为民初心，砥砺前行，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了新时代的
最好注脚。

如今，登斯楼也，观此地改革发展之“巴陵胜状”，有如八百里洞庭，波涛
澎湃……

———岳阳楼区改革开放发展回眸

步步高新天地。 李磊 摄

东风湖新区一角。 李磊 摄

“一公里健身休闲圈”让每一
个居民都有“动起来”“乐起来”的
好去处。 图为居民群众就近开展
文化活动。 戚壮波 摄

标准化服务用房建设为社区
治理与服务创新提供硬件支撑。

戚壮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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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后花园麻布
山森林公园。 李磊 摄

岳阳楼壮观天下传。 徐典波 摄

当代岳阳楼区产业的发展，走过了一条初
显布局、由弱入强、砥砺前行的艰辛而不平凡
的道路。

1978 年后，商品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商业
经济结构逐步放开，商业经济由单一向多元化
发展，形成以国有商业为主体，集体、私营、个
体、外资企业五种经济并存格局。

当时代列车驶入 2015 年， 岳阳楼区迎来
了新的发展机遇———9月 29日，岳阳市中心城
区启动十大片区征地拆迁。 岳阳楼区作为主战
场，有九大片区在其辖区内。

“岳阳楼区坚持把发展城市经济作为第一
要务，实施‘棚改兴区’战略，将棚户区改造作
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大事来抓。 按照‘拆建
并举、以建为主’的工作思路，统筹推进征地拆
迁、产业规划、土地出让、招商引资和项目服务
‘一条龙’工作，打造城市经济发展‘新引擎’。 ”
岳阳楼区委书记陈阁辉宣示着推动全区经济
发展的决心。

自此，该区 17 位区级领导领兵挂帅，担任
棚改项目指挥长，既当指挥官亦是战斗员，践行
“一线工作法”， 加班加点奔波辗转各个征拆现
场，研判形势，调度督导解决问题。

从 36个单位抽调 1400 多名工作人员，充
实到棚改一线。 查阅档案，梳理完善资料，面对
面释疑棚改政策，告知讲解可选方案，零距离
解决群众诉求和实际问题，加速推动项目征拆
腾地建设进度。

近 3 年，全区先后实施棚改项目 43 个，动
迁居民 2.6 万户、 腾地 1.1 万亩，2018 年共完
成棚改签约 4930 户， 拆除房屋 80 万平方米。
不仅带来了产业聚集，促进了经济发展，解决
了低洼渍水等系列民生问题，为湖东路、金凤
桥路等 16 条城市主干道路建设腾出空间，极
大提升了周边土地价值， 方便了群众生产生
活，成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

市委、 市政府将岳阳楼区定位为“1+4+2”
大岳阳城市圈“1”的核心引领区。 明确支持由
该区主导编制区域产业发展规划，这在历史上
尚属首次，为经济社会的高速腾飞插上了“垂
天之翼”。

岳阳楼区始终坚持“三产强区”战略，突出
棚改“以建为主、以拆为辅”，扎实开展产业项
目建设年活动， 持续用力打好产业保卫战，加
快建设金融中心、商贸中心、旅游休闲中心、城
市居住中心，建立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
产业体系。

坚持双轮驱动，建设四大板块。 岳阳楼区
坚决走城市内涵式提升、 外延式拓展之路，全
力推进桥西老城区， 打造休闲旅游产业聚集
区、临湖滨江产业经济带；推进中心城区棚改
区，续写中心城区发展“新篇章”，有力提升产
业竞争力、辐射力；推进胥家桥片区，打造现代
物流、专业市场聚集区，拉长产业链，培养增长
源；推进奇家岭片区，打造健康养老、教育培训
等产业，建设四大板块，逐步让区域协同发展
愿景成为现实。

土地出让是棚改由拆转建的关键一步，事
关岳阳楼区棚改的成败、产业的转型。 准确把
握棚改由“以拆为主”向“以建为主”转变的阶
段特征，统筹推进项目清零、土地出让工作。

凭借地处长江丹田之利，大吐大纳，大推
快进，成就斐然。 随着融入“一带一路”、长江经
济带、长江中游城市群、洞庭湖生态经济圈等
发展战略的精准定位，步步高新天地、友阿国
际广场、恒大、北控等一批重大项目落地生根，
岳阳楼区服务“高地”、引资“洼地”、“兴业”福
地日臻成型。

面对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矛盾，岳阳楼
区劲刮治理水污染的“环保风暴”，进一步加大
对芭蕉湖、东风湖、王家河等水资源管理力度，

全区实行区、街道（乡）、社区（村）三级“河长
制”，共同保护江河湖泊，坚决走低碳环保、生
态宜居的发展路子。

一湖清水、一座地标、一个小镇、一处乐
园、一片街区、一场演艺———就在 2017 年 12
月 7 日， 岳阳市政府第 11 次常务会议通过了
东风湖新区规划方案并提出：新区要按照“生
态、高端、现代、时尚”的定位和“生态优先、产
城融合”的要求，打造成为岳阳城建新标杆、城
市的新名片。

随着规划方案的出台，前身为岳阳市中心
城区最大黑臭水体的东风湖，迎来“脱胎换骨”
的嬗变。

如今，漫步湖东路游辅道，水杉、杨柳、银
杏等乔木，洒下清凉；紫薇、石榴、木槿等灌木，
散发馨香；茵茵草地，鲜花相间，市民游玩散
步、健身休闲，洋溢幸福。“以前都不敢来这里
散步，现在每天晚上要在这里走上一圈呢。 ”家
住东风湖社区的胡姐手摇蒲扇笑着说。

步入城市后花园郭镇乡，阡陌交通，屋舍俨
然，景色旖旎，农家乐、蔬菜园、百果园等点缀山
谷间，省级贫困村如今成了特色田园小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照着这条路走下
去，天蓝、地绿、山清、水秀、人和……新的发展
红利还将更多地惠及岳阳楼区人民。

1996 年， 岳阳楼区地区生产总值仅为
16.5亿元，到 2018年增长到 663 亿元，增长了
39.2倍； 财政收入从 1.17 亿元增长到 30.1 亿
元，增长了 24.7 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 5604元增长到 35716 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从 3008元增长到 19395 元， 经济整
体实力保持在岳阳经济发展的第一梯队，呈现
出迅猛强劲的发展态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城市化与市民化的进
程中，基础建设和公共设施配套滞后、居民点
建筑密集、房屋道路老旧破损、环境卫生脏乱
差等问题，已成为岳阳楼区执政者的“心病”。

为此，岳阳楼区勇于改革创新，打出了一
套转型发展、创新创业的组合拳。 首先打响城
市管理攻坚战。

2015 年 5 月，岳阳楼区创立“大城管”机
制，成立大城管委员会，将城管、环卫、公安等

20 个区直部门和 16 个乡街作为
城管委成员单位，统一指挥，实现
城市管理由“单兵对垒”变“集团
作战”，构建了服务在先、管理跟
进、执法在后“三位一体”的城管

新模式,为破解城市管理难题提供了有益探索。
随着“大城管”体制运行日趋成熟，过去农

(集)贸市场和背街小巷管理难度大、占道经营、
夜宵扰民等一批市民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
有效化解。 与此同时，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设，
突出抓好市民素养提升、 环境秩序整治等十大
工程，集中开展市容环境、五小门店等九大整治
行动，蔚为壮观的城市气魄、优雅精致的城市生
活，逐步在岳阳楼区显露，亦为岳阳市连续荣膺
全国文明城市奉献了最坚实的力量。

而这还远远不够，岳阳楼区想要的，是一
个现代化的城市管理体系， 让管理更全面、更
细致、更人性。

此后不到三个月， 岳阳楼区围绕推进全省
唯一的“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建
设，着手打造城市服务管理保障的“升级版”，
岳阳楼区委、 区政府强力推进社区网格化管
理、公共服务、居民自治“三合一”工程，并坚
持最大限度整合市区优质资源、最大力度创
新社会治理模式、 最大程度拉长补齐民生
领域短板。

3年来，该区秉承“让服务离群众更近
一点”的理念，实施“网格化 + 服务”，以“一
公里”为服务半径，打造了政务服务、社区警
务、就近入学、就近诊疗、休闲健身五个“一公
里公共服务圈”，在全国率先走出一条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社区网格化管理、社区居民自治“三合
一”的社区治理服务新路子。 先后获评全国社区
建设示范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等多个
荣誉。

该区投入 2.8亿元， 新建改扩建便民服务
用房 31 处，新建 40 个社区服务窗口，建成标
准化社区服务平台 107 个，实现社区服务用房
达标覆盖率 100%。 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引
领，积极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消除了群众
在办事过程中的“痛点”“堵点”。 万家坡、杨树
塘、枫树新村等社区荣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
示范社区”。

岳阳楼区将民生实事尽收“网”中。 以“街
巷定界、规模适度、无缝覆盖、动态调整”为权
责，将 107个社区(村)划分为 652 个网格，建立
起“数字网格”和“电子地图”。3年来，累计处理
网格事件 3 万余件，办理低保、医保、居住证等
各类服务事项 70 万多件，居民尽享“网格化 +
服务”红利。

同时, 该区整合社区党员议事会和居民议
事会，建立起“支部挂帅、格格(网格员)点题，党
员牵头、乡贤助力，部门参与、群众满意”的“群
英断是非”社区共治模式。 洪家洲社区依托大

厂企业打造“厂社家”家园品牌;东升社区推出
微传播、微心愿、微课堂、微展演的“四微”服
务，新城社区的“微心愿树”都让居民的诉求和
愿景变成现实;岳阳楼社区“五老”志愿宣讲队
宣讲党的惠民政策，协调化解邻里纠纷。 目前，
全区 460个社团组织成了社区治理的生力军。

漫步岳阳楼区的大街小巷，但见高清摄像
头“百步一哨”， 全方位监控着城市的每个角
落；街道社区，由干部职工、网格员、居民及志
愿者等组成的治安巡防队随处可见，昼夜守护
着城市的平安……

2016 年 12 月 30 日， 岳阳楼区全力推动
“平安岳阳楼区”创建，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工作，坚持治安专项巡查、设卡盘查、集中清查
行动，加大人防、物防、技防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力度，刑事发案率、接处警率逐年下降，破案
率不断上升。

近两年来，围绕“平安岳阳楼区”创建，该
区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 树立新理念、应
用新技术，集中力量夯实基层基础，高标准推
进“警网一体化”工程，已建成社区警务室 91
个，率先实践“一公里社区警务”， 形成市区一
体，联手联动、群防群治、纵横到边的大综治格
局。 该区“警网一体化”工作经验在全国推介。

区委副书记、区长黄建文如此诠释：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把心放到一线，全面打通服务
老百姓“最后一公里”，营造宜居宜业的人居环
境，增强了居民群众的归属感、获得感和安全
感，提升了城市发展软实力。

时代似巨人的脚步砥砺前行。
改革开放的大浪潮， 城市农村的大变革，

居住人口的大流动……基层党的建设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大难题、大考验。

越是复杂的局面， 越要加强党的领导，强
化基层党建。 面对新时代的考卷，岳阳楼区委
态度坚决，旗帜鲜明，毫不含糊！

难题要一个一个解，试题要一道一道答。
基层党建的题目很多，要想赢得高分，不负

时代，不负先辈，不负民众，还得从基础做起。
该区 24 个党（工）委，769 个党（总）支部，

56000 余名党员（其中直管党员 19532 名），在
服务过程中，进群众家、说群众话、解群众难、
交群众友，折射出党员群众的鱼水情深。

岳阳楼区作为中心城区， 第三产业经济活
跃，以“小微”支部为特色的小微非公经济组织和
社会公益组织，在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参与公共管理、提供社会服
务、化解矛盾纠纷等方面体现了独特优势。

目前，全区共有“两新”党组织 123 个，他
们在推动企业发展、树立党员先锋模范、引导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为
三产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内生动力。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结合点在哪里？
抓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就是要创建一批富

有特色的党建品牌，结合基层实际，创造性地开
展党员好参与、群众受欢迎的主题活动。

《中国共产党岳阳楼区历史》完整记录了改
革开放以来岳阳楼区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历程。

从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到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历经“党的群众路线”、“三严三实”、“两学一
做”等专题教育，以及“知足感恩、爱岗敬业”健
康心态教育、“巴陵先锋先行”、 千名党员干部
下基层“送精神、送清洁、送温暖”等主题实践
活动的洗礼，忠诚组织、坚守信仰成为岳阳楼
区党员干部的一种自觉。

“明灯计划”、“爱心超市”、“满意 365”、“善
行你我他”、“德行楼办”微宣讲、“访、帮、评、争”、
“4点半课堂”、“十贴心”社区服务……岳阳楼区
通过抓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打造了“一街道一品
牌、一社区一特色”基层党建系列品牌。

万丈豪情逐浪高，但见洞庭春潮急。
盛世楼兴，商贾云集，和谐稳定，岳阳楼区

“核心引领区”的风采，正穿越唐宋元明清朝代
时光，驾乘新时代的春潮疾步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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