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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湖大数据产业园。

游客观赏“雾漫小东江”。

践行“两山”理念
实现高质量发展

资兴市东江湾大桥。
资兴市东江湾大桥
。

资兴聚焦

广宣传

——资兴市推动项目建设工作纪实

精指导

强监督

扎实有序推进村级党组织换届工作

李秉钧 李苏文 李文峰 刘贤江
“作为试点的蓼江镇已全面完成村级党组
织换届，其他乡镇街道的 198 个村（社区）也都
完成了‘一推’。近几天我们忙着对推荐人选进
行资格审查，明天开始考察。”12 月 27 日，从资
兴市村（社区）
“两委”换届办获悉，该市村级党
组织换届工作推进顺利。
搞好村（社区）
“两委”换届选举，是切实加
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夯实党在农村执政基础
的必然要求，事关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
自 12 月 13 日全面启动村级党组织换届工作以
来，资兴市将换届当做当前头等大事，扛实扛牢
换届工作政治责任，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
调度，并下乡调研、督导换届工作，及时解决有
关问题。
该市在资兴发布等市内主流媒体开设村（社
区）
“两委”换届专题专栏，在城区及全市主干道
制作了多块大型户外宣传广告牌，
广泛利用微信
QQ 群、LED 显示屏、
“村村通”广播，并通过悬挂

12 月 26 日，资兴经济开发区江高路两
旁工地机器轰鸣，车来车往。旗滨中性硼
硅医药玻璃项目工地正在进行紧张的竣工
收 尾 工 作 ，计 划 在 2021 年 2 月 正 式 投 产 。
资兴项目推进快、工作实，所形成的“资兴
理念、资兴速度、资兴模式、资兴效能”在旗
滨集团资兴项目得到完美呈现，这是近年
来资兴推进项目建设的缩影。
近五年来，资兴市积极贯彻新发展理
念，大力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扩大投资为支撑，
采取争取国家投资、
吸引大企业投资、
激活民
间投资“多条腿走路”，落实“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和“产业主导、全面发展”战略，全市掀

资兴市创新创业园。

起大抓项目、
抓大项目的热潮，
共实施重点项
目 430 个，概算总投资 1228 亿元，共完成投
资 896 亿元。全市处处展现勃勃生机，高质
量发展跑出
“加速度”
。

资兴市兴宁至白廊乡村公路。

筑巢引凤 招大引强
该市始终把招商引资作为产业项目发展
的第一菜单，
不断完善招商引资奖励办法，
创
新招商方式，加强招商引资工作。成立了由
市委书记任顾问、
市长任组长，
分管市领导任
副组长，园区、科工、商务等部门单位负责人
为成员的发展开放型经济领导小组，
书记、
市
长亲自参与项目推介、
客商接待，
招商小分队
常态化赴长三角、珠三角广泛招商。依托东
江湖优质的冷水资源、旅游资源及周边丰富
的硅石等矿产资源，围绕大数据、硅材料、全
域旅游等优势产业，
建设了
“两图五库”
，
主动
对接 500 强企业，
全力招大引强，
实现强链延
链补链，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以产业链
招商为主线，积极开展以商招商、节会招商、
专题招商、小分队招商。着力实施“135”工
程，规划建设了 1.2 平方公里的创新创业园，
新建标准厂房 120 多万平方米。
制定出台了《资兴市招商引资四年行动
计划》
《关于支持产业转型升级的若干意见》
《资兴市发展开放型经济（外经外贸）奖励办
法》
《资兴市招商引资奖励办法》，在产业引
导、金融支持、集约用地、品牌创建、市场开
拓、人才引进、外经外贸等方面制定了一系
列奖励措施，营造了宽松的投资环境，充分
调动了干事创业激情。近五年签约落地项
目 286 个，签约金额 660 亿元。

26 项试点任务已顺利通过验收考核

社会治理创新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主体工程刚完工的资兴市唐洞煤矿棚户区改
造二期工程。

资兴经开区伟丰实业有限公司，工人在检查出口
欧美市场的玩具产品。

培育产业 集聚发展

谋篇布局 绘就蓝图
资兴市高标准规划、大资金投入，加快
基础设施建设，为承接产业转移搭建良好
的平台。该市围绕交通路网改造升级、景
区道路通畅、公路拓宽延伸等领域，东江湾
大桥、唐鲤大道、清滁公路、管宁路、兴白公
路、狮子山路（栗背路）等一批骨干路桥相
继建成通车。
紧抓民本民生项目，持续增进人民福
祉。该市围绕安居保障、精准扶贫、教育卫
生、公共安全等领域，重点加快推进了郴州
东江引水工程、东江湖生态环境保护、水厂
取水点上移工程、城市棚户区改造、
“ 城中
村”改造、易地扶贫搬迁、智慧城市建设、黑
臭水体整治、城区学校扩容提质、中医医院
整体搬迁、资五产业园污水处理厂等项目，
极大惠泽民生。
该市以创建国家级园区为发展蓝图，
推进“产城融合、城园一体化”发展，加快调
区扩区步伐，进一步完善了园区总体规划，
建设江北工业园、罗围食品工业园、东江加
工贸易园、资五产业园等“一区四园”，远期
规划建设天塘坪工业园，拟调区扩区面积
为 16.47 平方公里，形成“一区四组团”的格
局。近 5 年累计投资 15.6 亿元进行园区水
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了开发区由单
一产业园区向综合城市功能区转变，增强
了园区承载力和吸引力。
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该市建立完善
“一个项目，一名牵头领导，一套班子，一套
方案，一抓到底”的“五个一”机制，对重点
项目“一对一”对接，全程跟踪，优质服务，
确保重点项目高效优质推进。总投资 20 亿
元的旗滨光伏光电玻璃一期项目仅用 9 个
多月就实现了从建设到投产的目标。为优
化环境，该市坚持“一分钟”响应，坚持“一
条龙”服务，坚持“一站式”办理，全面实施
“一次办结”改革，基本实现了办事不出园。

横幅、张贴标语等方式，深入宣传村级党组织换
届政策程序、纪律要求、工作动态等，
教育引导广
大党员、群众正确对待换届工作，正确行使民主
权利，
做到了换届宣传在中心城区、乡镇（街道）、
村（社区）、村民小组的全覆盖，营造了人人关心
换届、
参与换届、
支持换届的良好环境。
同 时 ，该 市 从 市 直 单 位 抽 调 79 名 工 作 人
员，组建了 13 个业务指导组、13 个风气监督组，
对全市 13 个乡镇（街道）村（社区）
“两委”换届
工作进行全程驻点监督指导。业务指导组每周
至少有 3 天住在驻点乡镇，全面走访调查，动态
掌握各村选情；参加乡村两级有关换届的重要
会议、重要活动，精准指导各个环节与重点事
项。风气监督组则加强对换届关键环节、重要
时点、重点对象的监督，并及时收集与换届有关
的问题，专核速查相关问题线索，严格按规定查
处，确保换届工作风清气正、扎实有序推进。
（朱孝荣）

该市不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筑牢高质量发展根
基，突出培育优势产业链，着力打造大数据、新材料、
新能源三大
“百亿产业”
。围绕集聚高端要素资源，
在
大数据、现代物流、医疗等领域布局建设一批高能级
新平台，
重点引导大型数据公司和智能制造企业向大
数据产业园区集聚。在园区，依托原有产业基础，优
化园区产业规划，突出重点产业招商，实现园区产业
集群化发展、差异化发展，打造园区产业发展的升级
版，
形成了以旗滨集团硅材料及杉杉科技锂离子电池
负极材料为主导的新材料产业集群，
以丰越环保为代
表的有色金属产业集群，
以青岛啤酒为代表的食品加
工产业集群，
依托东江湖大数据产业园形成电子信息
产业集群。2020 年，园区预计有色金属、新材料、电
子信息（大数据）及食品加工四大主导产业完成产值
250 亿元，
占园区规模工业总产值 68%。
据勘察，
资兴市硅石矿产非常丰富，
硅矿石二氧化
硅含量平均为 98.52%。为了将硅材料变成
“金凤凰”
，
按照“开发+深加工+环保新材料研发及制造”发展模
式，
资兴市已成功引进郴州旗滨光伏光电玻璃、
旗滨医
药玻璃、
长星新材料、
赛力垅、
中旗集团等高端硅材料
生产制造龙头企业。2020 年 12 月 11 日，
总投资 30 亿

元的旗滨集团光伏光电基板玻璃项目又正式落户资
兴，
増加两条光伏光电生产线，
年产值可达 20 亿元，
实
现税收2亿元以上。旗滨集团以上项目全部投产后，
年
产值可达50亿元，
可实现年税收5亿元以上。
在发展大数据格局上，资兴市一开始就瞄准国
家级绿色数据中心、华南数据谷的目标；在发展布局
上，资兴市把东江湾最好的地来建设数字小镇；在发
展措施上，资兴市邀请工信部的专家来做大数据规
划，邀请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制冷
协 会 理 事 长 江 亿 先 生 现 场 指 导 。 目 前 ，中 心 一 期
3000 个机架已经开始运营，PUE 值保持在 1.05 至
1.16 之间。华为、国家超算湖南中心、网宿科技、云
畅等 19 家公司已签约正式落户园区，总投资达 200
亿元。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资兴作为
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郴州
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首创地和核心区，
昂首阔步行驶在改革创新、转型发展的大道上，真正
将“绿水青山”变现“金山银山”，随着一批批新项目、
大项目接踵而来、铿锵落地，更多的投资，如万源之
水涌入东江，让资兴这列“动力火车”奋力奔跑！

日前，资兴市召开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
作现场会，通报试点工作进展情况，对今后工作
提出明确要求，确保达到预期目标。
近年来，资兴市不断强化平安建设，提升群
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 16 年四届获评“全国平
安建设先进市”，两获全国综治最高奖项“长安
杯”，今年又被确定为湖南省社会治理创新试点
市。该市成立了市委书记任组长、市长任副组
长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研究部署、调研督
导试点工作，及时解决问题和困难。出台了《资
兴市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等系
列文件，明确了任务和措施，组建了市、乡、村三
级工作专班，全力推进试点工作。
该市着力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新建了
心理健康服务指导中心，配备了心理咨询专业
人员。全市所有乡镇街道及大部分单位、学校

捍卫公平正义
近日，资兴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胡某祥等 4
人犯妨害信用卡管理、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罪，
分别被判处 3 年至 1 年不等有期徒刑，判处罚金
2 万元，退缴犯罪所得 6000 元上缴国库，这是该
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的又一成果。
为扎实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资兴市成
立了高规格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出
台了《资兴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实施方案》
《资
兴市举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奖励办法》等，
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力量，充分发挥各单位部门、
乡镇街道、基层派出所、村（社区）等基层作用，
对社会治安乱象、乡村治理乱象、高利放贷套路
贷乱象、建筑工程建设乱象等进行全面整治，从
根源上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提高群众的安
全感和满意度。
为营造浓厚社会氛围，该市各级党委（组）

和村（社区）均建成心理咨询室，聘请了专业人
员。全市今年共举办各类心理培训讲座 86 场
次。同时，该市稳步推进基层群众自治，完善村
居民理事会、道德评议会、好人协会、治安协作
会等群众自治“四会”组织，100%修订完善村规
民约（居民公约）。该市还稳健探索特殊群体服
务管理体系，通过监地提前衔接、分类动态管
控、安置基地建设、专业技能培训等创新举措，
确保“接得上、管得住、控得牢、帮得好”。
截至 12 月中旬，资兴市试点工作取得阶段
性成效，年内需完成的 26 项试点任务已顺利通
过上级验收考核。今年，资兴市还被评为第一
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市区)”，是湖南目
前唯一获此殊荣的县级政府，资兴依法治市工
作经验被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业务培训班重点推
介。
（通讯员 朱孝荣 陈连江）

重拳扫黑除恶
理论学习中心组多次开展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专题学习。全市各主流媒体开设了“扫黑除恶
在行动”专题专栏，及时宣传报道专项斗争取得
的成效。组织编印宣传手册 10 万本，制作大型
广告牌、横幅标语、宣传展板 2 万多条（块），印
制各类通告、宣传资料 40 多万份。组织开展应
知应会知识测试以及“以案释法”
“扫黑除恶+法
治宣传”
“ 万人签名”主题宣传活动，举办了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暨平安创建知识抢答赛。
截至 12 月中旬，资兴市共打掉涉黑犯罪组
织 1 个、涉恶犯罪集团 8 个、涉恶犯罪团伙 9 个，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18 人，逮捕 98 人，审查起诉
26 件 90 人，审结 19 件 71 人，查封冻结扣押涉案
财产 1.66 亿元，追缴违法所得 637.05 万元，判
处罚金 463.6 万元。
（李 李）

出行更安全 服务更贴心
——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行动成效明显
开展重要线路和易结冰路段巡查，对校车
充分发挥“两站两员”
“ 一村一辅警”和农村公安
进行集中安全检查，借助“天眼”监测船舶航行
派出所履行部分道路安全职责作用，形成上下
安全，连续发布安全出行指南和交通管制信息
联动、齐抓共管的格局。实施了摩托车驾驶证
……连日来，资兴市多措并举，全力应对低温天 “送考下乡”、缩短车辆注册登记时间、免费发放
气，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安全头盔等“最贴心”的便民利民措施，进一步
自开展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工作以
规范交通管理。该市还加强宣传教育及互动，
来,资兴市精准调度、
严管实控、
狠抓整治，
完善建
让“安全驾驶、文明出行”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立长效机制，
铁腕打造交通安全
“最严”
管理模式，
今年，资兴市共投入 1342 万元资金，治理
并实施系列
“最贴心的”
便民利民服务，
不断提升
国、省道路干线及农村公路安全隐患 387 处、交
人民群众出行安全感。
通信号及标志标线 89 处；综合整治辖区铁路沿
该市强化综合执法联动机制，先后开展了
线安全隐患 84 处，治理率达 100%；完成马路市
“一盔一带”
“ 治超风暴”等活动，严打“两客一
场整治 11 处；全年累计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违章
危”疲劳驾驶、
“ 黑校车”
“ 百吨王”、工程车非法
61222 起。全市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向好，今年
载 人 等 ，有 力 地 震 慑 了 各 类 交 通 违 法 违 规 行
未发生较大交通事故，实现了“减量控大”工作
为。建立了市、乡农村道路交通管理长效机制， 目标。
（廖智慧 庞汉权）

改造后的资兴市白廊码头广场。
改造后的资兴市白廊码头广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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