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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北湖区紧紧围绕新时代
党的建设总要求，始终把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建
设开创了新局面。

全面落实党管意识形态工作，层
层签订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状、 评选

“党管意识形态好书记” 等做法得到
省委巡视组高度肯定。 深入开展“北
湖榜样”等主题实践活动，重点推介
了“中国好人”李新彩、周圣恒等一批
有影响的重大先进典型。

牢牢抓住提升组织力这个“牛鼻
子”， 全面推进党支部“五化”建设，
扎实开展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帮扶
工作，积极开展“两先两心”主题教育
实践活动。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进一步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
革，扎实开展 3 轮常规巡察和 1 轮脱
贫攻坚专项巡察，创新“1+X”联合监
督模式和“10+4”联动检查模式。 坚
持正风肃纪，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
盖、零容忍，有效扼制了腐败滋生蔓

延。 2018 年， 共立案查处各类案件
140 件，186 名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
人员因作风问题被问责。

今天的北湖区，发展更加平衡协
调、持续向好。回顾一年来的工作，全
区始终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
持承前启后、昂然奋进，用新思路、新
理念加快建设“五个北湖”、打造“一
核四区”， 决胜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
康社会，开掘出励精图治的经济发展
之源，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
奋进！ 新北湖！

———郴州市北湖区 2018年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曹尚锋 颜石敦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看不尽的景象翻新， 道不尽的沧桑

变化。
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是郴
州市北湖区真抓实干、积极作为的一年：

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22 亿元，
增长 8.6%；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含

郴州经开区）13.51 亿元， 增长 9.3%；实
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88.8 亿元 ，增
长 10.5%；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00.2 亿
元，增长 10.9%；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别为 36083 元、22062 元，分
别增长 7.8%、9.0%。

荣获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区、 第四
批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单位等国家级荣
誉 25 项，荣获全省法治县（市、区）创建
活动先进单位、 全省开放型经济优秀县

市区等省级荣誉 64 项。
2018 年，北湖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上级党委的各项决策部
署，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 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实施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和“产业主导、全
面发展”战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
远， 用成绩谱写了一曲砥砺奋进的豪迈
乐章！

2018 年， 北湖区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导向， 坚持兴产业、 强实
体、提品质、增实效统筹推进，用发展打开了新
局面。 全区三次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调整为
2.5:27.7:69.8。

随着中心城区专业市场转型升级稳妥实
施。湘南综合大市场、高璧大市场等城市商业综
合体建设有序推进、运营，北湖市场、马家坪市
场搬迁平稳推进。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北
湖市场一期和马家坪市场分别签订腾退协议
1096 户、865 户，完成任务的 94.9%、98.7%。

旅游新业态稳步发展。 强力推进小埠体育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仙岭楚境”文旅特色小
镇和碧桂园龙女康养旅游特色小镇等重大项目
建设， 成功举办第七届全国自驾车旅游发展峰
会和首届中国南方露营大会， 被列为全省唯一
的第四批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区、 全国优秀自
驾旅游目的地。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数 1030 万
人次， 同比增长 15.1%；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83
亿元，同比增长 25.2%。

加快工业转型的步伐，扎实开展企业帮扶、
促停工项目复工和停产企业复产等活动， 淘汰
落后产能， 着力打造了电子信息新材料和石墨
基先进碳材料两大先导产业链。 全年实现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产值 184.53 亿元，同比增长 7%；
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 83.36 亿
元，增长 7.4%。

大力发展现代农
业， 实施市级水稻绿色
高产高效创建示范项
目， 预计全年粮食总产
5.5 万吨以上。 实现农
林牧渔业增加值 11.3
亿元， 全区农业龙头企
业完成销售收入 22 余
亿元， 实现利税 1.6 亿
元。 北湖区蔬菜现代农
业产业集聚区成功申报为全市唯
一的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从峥嵘岁月走来， 向幸福未来迈
进。 随着现代服务业的蓬勃兴起，区内
项目建设，商贸、金融、现代物流等多
个产业领跑全市。

在北湖区， 改革创新始终贯穿在发展脉
络中。

全面实施“先照后证”“多证合一”等商事
制度改革。 持续推进政务服务“一次办结”改
革， 完成政务大厅扩建， 预计进驻办事窗口
68 个。 2018 年，全区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办理
行政审批和便民服务事项共办结 40.6 万件。

项目建设纵深推进，扎实开展“五大工
程”、重点项目“四比四赛”活动。

招商引资成效显著， 华润湖南医药产业
基地、郴州大汉新商业生态城、居然之家家居
建材广场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的引进， 有效
激发了北湖发展的内在动力。 产业链招商经
验得到省委主要领导充分肯定。 全年实际到

位内资 100.9亿元，同比增长 13.25%；实际利
用外资 3.5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66%；外贸
进出口总计 19.43亿美元，同比增长 20.46%。

园区经济发展迅速， 郴州经开区实现技
工贸总收入 610 亿元，同比增长 12%，获评

“国家外贸转型升级（珠宝首饰）基地”。 湘南
国际物流园实现技工贸总收入 132 亿元，同
比增长 10%， 成功创建“国家级示范物流园
区”，蝉联“全国优秀物流园区”，郴州进口肉
类指定查验场正式启用。 高新技术产业实现
增加值 130 亿元，占 GDP 比重达 30%。

唯改革创新者强，唯积极进取者胜。 坚持
改革创新发展，持续扩大开放，引资引智，激发
了北湖区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的新活力！

一年来,�北湖区委、 区政
府决策者牢固树立“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补齐民

生短板，一大批民生工程正在惠及全
区。全年共新增城镇就业 8820人，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733 人，实施 28
个棚户区改造项目，签约 5671户、拆
除房屋 1401户。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优先发展
教育事业，新建、改（扩）建学校 14
所，新增义务教育学位 11325 个，消
除 66 人以上超大班额 359 个。 深化
医疗领域各项改革， 获评省卫生计

生“依法行政示范区”，
计生流动人口动态监
测调查获得全国优秀。
举办了首届全民运动
会暨首届“健康湖南”
全民运动会北湖海选

赛， 参加省第十三届运动
会（青少组）比赛荣获 16.5

枚金牌， 金牌数和总分在郴州
各县市区中排名第一。

社会治理全面加强，深入开展安
全生产“打非治违”等专项行动，扎实
推进食品安全示范区创建。深入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获评“全省法治
县（市、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全年
共扫除涉恶类团伙 16个， 破获涉恶

类案件 34起， 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
67人，打掉团伙数居全市第一。

花开满路，人民受益。 一张张充
满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民生答
卷， 彰显出北湖区发展的“民生温
度”。

优化结构兴产业

创新发展助腾飞

夯实党建固根基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
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北湖区始
终坚持做强城市功能与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相结合， 构建了城乡融合发
展的新格局。

城市品质显著提升， 启动试运
行市城区“智能环卫”综合管理信息
管理系统。 打响新一轮“创文”攻坚
战，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通过 2018 年
国检。 华塘镇被评为第五届全国文
明村镇。

乡村振兴全面实施，启动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三年行动，稳步推进乡镇
污水处理设施 PPP 项目，城乡、乡村
公交实现无缝对接，被授予全市唯一

的“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开展增量

提质绿化行动，完成了郴仰公路绿
化提质、骆仙岭公园森林质量精准
提升等 17 个绿化项目。 坚持“一河
一策”， 北湖区河长制专题报道作
为“中国改革镜像”系列短片中的
一部在全球播出。 全区森林覆盖率
68.94%，完成人工造林 0.65 万亩，
荒山荒地造林 2100 亩。

万仞高山，始足于稳。 区委、区
政府把合理规划城乡建设、 全面改
善人居环境作为转型发展、 普惠民
生的大事来抓，打造出山清水秀、宜
居宜业的魅力北湖。

城乡建设开新局

共建共享惠民生

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 精准脱
贫、污染防治，北湖区集中力量攻坚
克难，取得阶段性进展，朝着更长远
的社会协调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

完善债务管理体系，遏制政府新
增债务，落实项目“停缓调撤”责任，
减少项目投资，启动百福集团等平台
公司转型，大力打击非法集资，稳定
社会发展大局。

进一步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建立了北湖区 2018 年脱贫攻坚项
目库，大力实施“一户一岗”就业工

程，积极开展“千企帮千村”精准扶
贫行动，顺利通过省实地考核验收，
实现 338 户 1241 名贫困人口脱贫
退出。

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
明思想， 铁腕整治各类环境突出问
题。全面开展“蓝天、碧水、净土”污染
防治攻坚战，PM2.5、PM10 指标均比上
年同期下降。 积极办理省环保督察、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交办案件，一
些困扰群众生活的环境污染“老大
难”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三大攻坚启征程

牢记使命促发展不忘初心谋幸福

北湖区
开展增量提

质绿化行动 ，
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 周峰 摄

北湖区产业扶贫
及 首 届 蜜 蜂 节 举 办
后 , 贫困户的腰包鼓
起来了。 周峰 摄

中 国 供 销 郴
州农副产品物流
园 建 设 如 火 如
荼。 周 峰 摄

北湖区发展旅游新业态，强力推进小埠体育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 周峰 摄

环北湖公园中央商贸圈繁荣发展。 周 峰 摄

南方露营大会永久落户北湖区。 周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