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

发展平台进一步优化， 鹤城区现代农业“三园三
区”、新型工业“一园两区”、现代服务业“一园一圈一街”
逐步成型，阳塘科技物流产业区成功创建省级工业集中
区，狮子岩物流园获评全国优秀物流园区、省级示范物
流园区。

重大项目来势喜人， 每年实施重点项目 100 个以
上，年度计划投资 200 亿元以上，建成怀化国际汽车城、
佳惠物流配送中心、怀化国际商贸城等大型项目 120 余
个，投资 67 亿元的华美立家落户鹤城。

经济实力大幅提升，2015 年完成区内生产总值
286.5 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64.3 亿元、公共财政
收入 10.1 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74 亿元，分别为
2010 年的 2 倍、2.9 倍、1.9 倍、2.2 倍。

城乡面貌展示新形象

鹤城区坚持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
发展。

城市建设全面提速， 参与和实施城建重点项目 130
余个，完成征地 2 万余亩、拆迁房屋 130 余万平方米，建
成金海小区等安置区 16 个，拆除“两违”建筑 60 余万平
方米。 提质改造城区背街小巷 332 条，加快推进城东区
域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中心城区面积由 2010 年
的 54 平方公里扩展到 64 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从 55 万
增加到 61 万，城镇化率提高到 92.5%。

城市管理全面加强，启动实施国家卫生城市和省级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举全区之力开展“清街”、“五治”、交
通劝导等集中整治行动，启动“数字城管”，完善“网格
化”体系，中心城区面貌焕发出勃勃生机。

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美丽乡村·幸福家园”
和“青山碧水蓝天”工程建设，累计投入 7.5 亿元，实施了
一大批农田水利、河道治理、人畜饮水、道路交通等项
目。 创建国家级生态乡镇 1 个、美丽乡村示范村 1 个，省
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2 个，成功列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
项目县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黄金坳镇进入全国重点
镇行列。

发展活力有了新提升

深化改革全面推进，完成区政府机构改革、乡镇区划
调整改革和建制村合并改革。 建成便民服务中心 15 个，
下放区级审批事项 9 大类 37 项， 核减区级行政审批事
项 116 项。 理顺市区城管体制，整体承接市级下放城管
执法、环卫、渣土等机构 31 个 2290 人，城市管理逐步规
范有序。

大力推动政府融资模式创新， 融资资金达 18 亿余
元。 探索建立“党建 e+”综合服务平台，“群众线上点单，
干部线下服务”成为常态，群众满意率达 97%，经验在全
省推广。

大力推进智慧政务服务改革，实现了鹤城政务服务
的“脱胎换骨”。 加大改革试点争取力度，先后被列为全
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权益保障）体系建设试点
城市、第一批国家级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
运行管护机制试点县（区）。 并成功申报国家重点生态功
能区补偿县区、比照执行省级贫困县、革命老区。

招商引资成效明显，成功承办“湖南西部汽车博览
会”“西部农博会”等一系列重大活动，积极参与“中博会”

“港洽周”等招商活动，5 年共招商落地项目 78 个，合同
引资 214 亿元。

民生改善再上新台阶

民生投入大幅增长， 鹤城区累计完成民生投入
53.13 亿元，是上一个 5 年的 2.8 倍，教育、卫生、文化等
社会事业持续进步，养老、医保、低保、救助等社会保障范
围不断扩大、标准不断提高。

在怀化市率先实行参合农民乡镇卫生院住院除起付
线外全额报销。 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累计完
成棚改房、公租房 1.65 万套，农村危房改造 2900 户。 教
育事业蓬勃发展，累计完成教育投入 4.5 亿元，新建城区
学校 3 所，改扩建各类学校 50 所，新增学位 1.43 万个，
成为全市首个“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和

“省级教育强县（市区）”。
脱贫攻坚稳步推进，大力实施“五个一批”、“九大措

施到村到户”行动，推行“生态旅游观光 + 扶贫”、“种养
业 + 互联网 + 扶贫”、“企业联村 + 扶贫”三大脱贫模式，
稳定脱贫 5891 人，贫困发生率从 13.4%降低至 9.0%。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程度提高到 79.7%， 城乡居民人均
收入分别达到 25580 元、10650 元， 是 2010 年的 1.7
倍、2.2 倍。

党的建设得到新的加强

鹤城区多层次广泛开展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等
学习教育活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主题活动，党员
干部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修养进一步提高。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标准，注重选
拔人品好、能力强、敢担当的干部，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
精气神明显提升。 基层组织建设明显加强，从规范活动
场所建设，规范落实“三会一课”、“四议两公开”等制度入
手，推动基层党建工作逐步规范，整顿转化软弱涣散基层
党组织 25 个。

积极创新社区党建品牌， 形成了“一社区一品牌”、
“一社区一特色”的生动局面。 基层保障力度不断加大，
投入 2200 万元建成乡镇“六小一中心”，乡镇（街道）办
公经费、村和社区运转经费大幅提高，村干部误工补助标
准全怀化市最高。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推进，坚决落实“两
个责任”，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九项规定”，
持之以恒抓作风，驰而不息纠“四风”，坚持以零容忍的态
度惩治腐败，查办违纪违法案件 260 余起，营造了风清
气正、干净干事的良好政治生态。

勇当“一极两带”建设排头兵

今后五年， 新一届鹤城区委提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要求：奋力实施“产业支撑、开放带动、城乡一体、全面小
康”战略，主攻产业园区、主抓城市管理、主战城乡一体，
勇当“一极两带”和“一个中心、四个怀化”建设排头兵，推
动“五个鹤城”建设迈上更高水平，努力把鹤城建成湖南
西部首善区。

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 依托高铁、 高速等交通优势
和商贸物流的传统优势，大力发展现代商贸、现代物流、
电子商务为支撑的现代服务业，重点是抓好“一园一圈一

街”建设，建设大西南商贸物流中心。围绕产业倍增，加快
工业转型升级，重点培育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建设一批百
亿产业集群和十亿元企业。抓好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农
产品加工仓储配送物流园、精品果蔬区、生态养殖区、休
闲农业旅游观光区及遍布各地多个产业基地或景点的

“二园三区多点”建设，建设中心城区后勤保障基地。
推动城乡品质新提升。 以怀化列入全省新型城镇化

试点市为契机，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努力建设湖南西部
首善城市和省域次中心城市。重点加强中心城市建设，围
绕扩容提质，大力推进鹤中洪芷生态城镇群建设，大力实
施城区综合提质改造“六大工程”，大力实施保障性安居
工程。以建设“智慧鹤城”为载体，加强城市管理数字化平
台建设，完善城管系统考核问责和“人财物”保障机制，大
力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绿化模范城
市、环保模范城市和省级文明城市、园林城市为契机，加
大环境整治力度，巩固扩大“五治”成果，让人民群众在城
市生活更方便、更舒心。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重点加快黄
金坳小城镇建设， 加快“美丽乡村·幸福家园” 建设，到
2020 年，全面建成美丽乡村。

打造蓝天碧水新天地。着力推进青山、碧水、蓝天、绿
地工程，从水、陆、空“立体式”改善生态环境。筑牢生态安
全屏障，大力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国土绿化、水环境治理
和水源保护、绿地保护等行动，到 2020 年，全区森林覆
盖率稳定在 66%以上，确保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在 40%以
上。 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到 2020 年万元 GDP 能
耗下降 16%。 积极营造清新、优美、环保、节约、和谐的绿
色人居环境，着力建设生态中心城市。

培育区域发展新动能。全面对接国家、省市区域发展
战略，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加大“走出去、引进来”力度，
用开放发展的新空间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深化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统筹抓好“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
务。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抓好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
器、产业园等各类创业创新平台建设。

增进人民群众新福祉。突出抓好特色产业培育，以产
业发展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到 2017 年底实现在全
市率先脱贫。 全面完成城区教育发展第 2 个五年行动计
划，全面落实教育扶持政策，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 大力
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成功创建省级文
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 推进基层公共文体惠民工程，健
全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 加大公共财政的社会保
障性投入。 加快依法治区步伐，广泛开展“平安鹤城”创
建，为经济发展营造宽松和谐环境。

在新的起点上， 如何把全区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
起来，为实现今后各项目标任务而共同奋斗，关键在党，
关键在党员干部。鹤城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持之以恒强
化思想引领、加强队伍建设、夯实基层基础、推进正风肃
纪、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
保证。

搭乘着“一极两带”的东风，鹤城人民始终坚持不忘
初心，始终保持干事创业激情，自强不息、矢志创新、奋发
有为，抒写鹤城发展更加壮丽的篇章。

谭子永 尹秀岩 满长水 张鹏

氵舞水萦绕，青山环抱，这里风景如诗如画；
五个鹤城，六区建设，这里发展如火如荼。
地处湘鄂渝黔桂五省边境中心的鹤城区，是怀

化市唯一主体城区和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信息
中心， 是我国东中部通向西南地区重要的交通要
塞，还是武陵山片区规划建设 6 个中心城市中人口
最多的城市。

过去五年，60 万鹤城人民紧紧围绕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圆满完成了区第 4 次党代会
和“十二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全区呈现出政通
人和、风清气正、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的良好景象。

风鹏正举看
———怀化市鹤城区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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