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首“十一五”，他们铿锵前行的足音犹
在耳边，一组组耀眼的数据，记录成就。 “十一
五”期间，全区上下经过不懈的探索和奋斗，
在一次次的跨越中， 书写了一个又一个 “精
彩”。 “十二五”开局之年的 2011 年，他们又开
局强势：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58 亿元、完
成财政总收入 11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21.4%
和 14.8%。

2012 年， 是岳阳经开区建区 20 周年，也
是该区跻身“国家队”的第三个年头。 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新一届开发区工委、管委会领导
班子清醒地意识到， 全国的国家级开发区尤
其是新晋级的开发区都摩拳擦掌，撑杆起跳，
稍微懈怠就会掉队。 正是在这种紧迫感和危
机感的驱使下， 新的领导班子带领开发区大
力开展“二次创业”，努力实现新的跨越。

新目标体现 高度

“开展 ‘二次创业’是形势所逼，责任所
在。 ”在 2011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 2012 年全
区经济工作会上，该区决策者审时度势，响亮
地提出了“二次创业”的口号。

作为国家级开发区的岳阳经开区开展
“二次创业”，是不是心血来潮？ 该区工委书记
胡知荣保持着难得的清醒：“‘国家队’ 门难
进， 队难站， 稍有懈怠还会掉队甚至淘汰。
2010 年全国 90 个国家级开发区考核排名，我
区名列第 64 位，虽然在新晋级的开发区中排
名较前，但与前者相比差距较大，与后者相比
优势不显。 新晋级的各个开发区都如猛虎下
山，形势严峻，必须推进‘二次创业’，实现尽
快崛起。 ”

“二次创业”的奋斗目标是什么？ 胡知荣
脱口而出：“扩城，‘5678’。 ”即按照建设“对外
开放的窗口、产业升级的平台、城乡统筹的示
范、体制创新的试点和 ‘两型 ’发展的 ‘领头
雁’”的总体要求，到 2021 年，城区建成面积
达到 50 平方公里， 规模工业增加值达到 600
亿元，地方生产总值达到 700 亿元，财政总收
入达到 80 亿元。

“开展‘二次创业’，我们将工作重点放在
园区建设、 产业发展、 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
上。 ”该区管委会主任刘美树向我们介绍道，
园区建设上，形成“一区五园多基地”的园区
发展格局。 “一区” 即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五园”即木里港工业园、监申桥工业园、康王
高科技工业园、 洪山物流园、 现代农业产业
园，“多基地”即打造“亚洲工业磁力应用设备
制造基地”、“全国石化装备制造基地”和“中
国造纸装备自主研制基地” 等 5 个以上特色
产业基地；产业发展上，主导产业产值占工业
总产值比重的 85%以上，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占规模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50%以上，三
产业占 GDP 比重达到 35%以上，基本形成以
先进制造和生物医药为主体， 以高新技术产
业为主力， 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产业发展
体系；城市建设上，力争 10 年内城市建成区
面积达到 50 平方公里，逐步实现从“建区”到
“造城”的战略转型，把开发区建设成为宜工、
宜商、宜居的现代生态新城；社会发展上，确
保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生活和美，在全市率先
实现全面小康，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

宏伟蓝图已然展现，翔实数字催人奋进！

新举措力促 发展

“在开局之年，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不改革不创新只会固步自封，还谈什么‘二次
创业’？ ”胡知荣坚定地说。 今年开始，他们做
好“大招商、大建设、大发展”“三大”文章，为
“二次创业”提供强大引擎。

项目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扩大招商是
抓手，创新招商机制是关键。 “改进传统招商
方式，从平行式招商向立体式招商转变，从政
策推介型招商向市场营销型招商转变， 从大
规模招商向小分队招商、点对点招商转变。 ”
胡知荣道，“还要进一步完善重大项目引进的
优惠政策和奖励制度，主攻科技含量高、资本

密度高、 产业关联度高、 投入产出高的大项
目；主攻国际国内 500 强企业、中央企业、上
市公司和知名民营企业；主攻超 10 亿元或 1
亿美元重大项目， 全年招引超 10 亿元项目 3
个以上，确保招商引资 50 亿元以上，力争 80
亿元以上。 ”

他们秉承“不污染、规模大、强度高、效益
好、合规划”的理念，今年来，招商来势喜人。
1—9 月，该区全区新签约项目 17 个，合同引
资 143.05 亿元；新开工项目 22 个，合同引资
39.65 亿元 ； 新投产项目 18 个 ， 合同引资
22.63 亿元；已实际到位内资 26 亿元；可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 60 亿元，同比增长 35%。 这些
全部符合国家产业发展导向， 并且绝大部分
是开发区优势产业链上的项目。

招大引强，甄别招商，取得历史性突破。
10 月 11 日，南翔万商正式落户经开区，该项
目总投资 100 亿元， 全部建成后预计交易额
将达 500 亿元， 每年可实现税收超过 10 亿
元，可直接或间接解决 3-5 万人的就业问题。
同时投资 22.6 亿元， 年产 3 万辆电动汽车和
7 万辆电动代步工具的塞拉维电动汽车项目
成功签约， 实现了该区卫星导航这一战略性
新型产业发展上的零的突破。 投资 5.1 亿元
的中科产业园项目主体已全部竣工， 进行了
整体搬迁； 投资 8 亿元的中南科伦药业项目
已进入试运行阶段。 筑胜阀门、 吉祥石化等
16 个项目已开工建设，总投资 35.6 亿元。 到
目前为止，该区还有在谈项目 59 个，总投资
188 亿元。 其中，北京谊安、深圳电子等项目
投资都超过 20 亿元。 确保了在谈项目签约一
批、签约项目落地一批、开工项目投产一批，

为“二次创业”储足后劲。
能否实现“二次创业”开门红？ 他们深谙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是重中之重。 针对市定和
区定 67 个重点项目， 他们制订详细的方案，
将这 67 个项目进行全面分解，使责任落实到
每一个领导、每一个干部，在纳入年度目标管
理考核体系的同时，区财政拿出 1000 万元资
金， 对 67 个项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论功行
赏，单项奖励。 千万巨奖，史无前例，极大地调
动了经开区人服务项目的热情。 截至目前，全
区 67 个重点项目按计划或超计划推进的项
目达 47 个， 市定 27 个项目有王家河综合治
理拆迁腾地、 京港澳高速公路连接线拓宽改
造、北斗导航赛拉维电动汽车制造、中科产业
园、中南科伦等 20 个项目推进较快。

项目的强力推进， 得益于项目建设和实
体经济发展环境的优化。 今年，他们针对该项
工作， 成立了由工委书记为组长的联合督查
组，对项目排出时间表，实行挂图作业，倒逼
督查。 督查以周为单位，周任务未完成的，协
调负责人必须书面说明原因； 月进度不达标
的，区分管领导对协调负责人诫勉谈话；季任
务差距大的，对相关部门进行问责；对破坏和
影响项目建设环境的一律严肃处理。

悠悠万事，民生为先。 他们大力发展各项

民生社会事业， 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
点问题。 处在开发建设的前沿阵地，拆迁安置
一度是一棘手问题。 今年来， 他们计划斥资
7.3 亿元，快速推进安置房建设，其中庙坡、廖
家一期、八字门交付安置房 1202 套 15.5 万平
方米，廖家二期、监申桥一期、牛郎坡、冯家畈
二期等还建小区相继启动建设， 可安置拆迁
群众 1296 户。 廖家城市棚改项目一期已竣工
封顶，交房 394 套，廖家二期和分水垅城市棚
改项目顺利开工。

为破解就业这一难题， 他们创新工作方
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持续开展“城镇未就
业退役人员就业援助、为拆迁农民送岗位、民
营企业招聘周、春风送岗位”等系列活动，他
们还将“情系农民工，情暖农民工”、“开发建

设，就业先行”的免费招聘接送车开到农民家
门口，并且挨家挨户宣传招聘信息，使大部分
返乡农民工和失地农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再就
业。 就业和再就业工作成效明显：今年来，城
镇新增就业人员 1978 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 847 人 ， 分 别 完 成 全 年 任 务 的 86%和
84.7%。 同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全面启
动，新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受益面、总体受
益度、政策内补偿比例、五保补偿比例均已超
实事任务……

招大引强、 加快项目建设是手段， 建设
“幸福经开区”是目的。 “我们生活好，共享发
展果，生病有医保，读书不用愁，就业门口找
……”幸福生活画卷在岳阳经开区美丽绽放。

新作风彰显 状态

“请到这签到。 ”11 月 6 日上午 7 时 40
分，岳阳经开区管委会一楼大厅，由组织部、
督查室、纠风办、机关党委等部门工作人员组
成的联合督查组， 要求上班人员一一到指定
位置签到。 这是该区狠抓机关建设的一个镜
头。

一个地方的发展，好在干部作风，坏亦在
干部作风。 “二次创业”宏伟蓝图能否实现，关
键在于锻造一支富有战斗力和执行力的队
伍，归根结底是要转变干部的工作作风，提升
干部素质。 他们把干部队伍建设作为推动各
项工作的“牛鼻子”，从严管理优作风，提升素
质树形象。

他们把加强教育和培训作为转变干部作
风的第一抓手。今年来。相继在全区开展了治
庸治懒治散、戒空戒浮戒贪的“三治三戒”的
专项整治行动，强化“三讲三高三为”（即讲原
则、讲感情、讲良心；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
为发展服务、为群众谋福、为党旗增辉）理念，
实施局室联点、工作联动、责任连带“三联”工

作机制。
这些活动如同一道道“紧箍咒”，有效助

推了干部作风的转变。 他们以学风建设为突
破口，着力造就高素质的团队，从源头和根本
上转变干部作风。 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
么补什么”的原则，对全区党员干部分层次进
行全员培训。 先后开设了“周末课堂” 、“普通
话培训”等一系列培训活动。

转变干部作风的落脚点， 关键在于为基
层、为企业和人民群众办实事。 年初，他们周
密部署，在全区各级干部中广泛开展了“百十
一”民情大走访活动。 “百十一”是指机关干部
每人每年走访民情 100 户， 与群众交朋友 10
户，帮困 1 户。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区党员干
部共走访村组农户 6000 多人次、 社区居民

2000 多人次、 市场个体工商户 90 多户和企
业 20 余家，帮助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
和问题 120 余件， 调处化解信访维稳突出问
题 40 余件， 慰问帮扶困难群众 90 多户。 同
时， 在全区范围内全面部署安排了机关干部
下社区活动， 所有区直机关干部全部下派到
通海路管理处的 5 个社区及村组， 每个机关
干部包走访 20 户，自 9 月 12 日晚上开始，机
关干部佩戴红袖章在责任范围内开展治安巡
逻。目前，有 5000 多人次进行了此项活动。信
访总量下降 2.2%，越级访下降 9.2%,集访下
降 14.3%，重复访下降 1.8%。该区干部人手一
本且记录满满的“民情日记”，成为密切干群
关系的“感情日记”。

完成“二次创业”的重任，队伍是保证，人
才是支撑。他们通过“聘任制”、“末位淘汰制”
等改革， 打破用人上的终身制， 解决人浮于
事、能进不能出、干好干坏一个样等问题。 今
年来他们通过“四差额”选聘方式，先后竞聘
产生了教文局局长、 禁违办主任和两个公司
经理等 4 个单位主职。

新作风彰显新状态。 北港社区 88 栋房
屋，从摸底、签协议到全部拆除，仅仅用了 20
天，创造了建区以来拆迁史上的“北港速度”。
快速拆迁，支持王家河治理工程建设的背后，
彰显的是该区干部“不畏艰难、团结协作、激
情干事、让利于民”的精神。有群众感慨：这种
“王家河”精神，让经开区的“二次创业”充满
希望。总投资概算近 11.6 亿元，全长 7.3 公里
的京港澳高速岳阳连接线拓宽改造工程，不

到一年时间已完成总工程量 75%以上， 做到
11 月底顺利通车。

在谈项目蓄势待发 ， 在建项目快马加
鞭，达产项目日进斗金，岳阳经开区“二次创
业”强势开局：1 至 9 月，全区实现 GDP 118
亿元，完成规模工业增加值 93.4 亿元，实现
财政收入 13.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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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 是摒弃原有状态的奋力

一搏。 “十一五”期间，岳阳经济技术

开发区自加压力，不断从制度上、管

理上下功夫，内提素质，外树形象，

干部状态焕然一新。

跨越， 是综合实力升腾的集中

体现。 “十一五”期间，岳阳经开区地

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财政总收

入 年 均 增 幅 为 16.97% 、36% 和

34.13%，期末总量分别是“十五”末

的 3.85 倍、5.19 倍和 4 倍。

跨越， 是十年铸剑的一道优美

弧线。 从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到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一道门槛，

18 年追求，几届开发区人为之奋斗

的愿景终于在“十一五”的收官之年

得以实现。 同时，“国家级高新技术

创业服务中心”、“国家级新材料成

果转化基地”、“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园区”等国字号牌匾，也相继花落该

区。这一块块沉甸甸的“金字招牌”，

正是岳阳经开区五年奋进、 五年跨

越的最好诠释和回报。

区工委书记胡知荣（右一）在金寿印务调研

美丽经开区

区管委会主任刘美树（右二）参加塞拉维电动
汽车签约仪式

·喜庆十八大 创造新辉煌·

经开区落实“四三六”工程项目推进动员大会

康王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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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1 日，四化大厦开工奠基。 岳阳市委
书记黄兰香、市长盛荣华等参加奠基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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