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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阳：奋发有为 争创一流
1
发展活力不断增强
▲ 抓项目、扩投资，
坚持把项目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
主引擎。全县纳入国家和省级重大项目库项
目 2459 个，
总投资 10294 亿元，
成功引进省联
投、
卓越、
亿利、
东呈、
正大等有实力的集团公
司，
隽水天城温泉小镇、
龙泉山国际旅游度假
区、青山湖景区开发、尚禾柃蜜小镇、正大 50
万头生猪产业链等一批投资 10 亿元以上的

重大项目落户崇阳，实现了招大引强重大突
破，预计全年招引项目合同引进资金 600 多
亿 元 ，实 际 到 位 资 金 16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0%；每季度举行集中开工，153 个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近 130 亿元，
罗家山风电、青山供水
复线等 130 个项目顺利开工，
宇涛新材料、中
健智能化氧漂线等 50 个项目竣工投产。

2017 年，面对严峻形势和诸多挑战，崇阳县积极应对新情况、 政预算收入 7.49 亿元，增长 10%；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2.15 亿

2018 年主要工作措施：

新问题，爬坡过坎，负重前行，较好地完成了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元，增长 13%；外贸出口 3400 万美元，增长 10.3%；城镇和农村常住
预计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18 亿元，增长 8.5%；规模以上工业增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分 别 达 到 25285 元 、13201 元 ，增 长 9% 和

加值增速 8.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80 亿元，增长 17%；公共财

9.2%。

（一）实施项目投资倍增行动，打造赶超
跨越新引擎。
牢牢牵住“项目投资”这个牛鼻子，通过
对外引进、对内激活、对上争取，实现项目投
资三年倍增，到 2020 年投资总额比 2017 年
翻一番，推进全县经济社会实现高水平、大
跨度、超常规发展。
狠抓招商引资。重点争取北京光绿能
碳纤维、红薯汁扩能升级等投资过 10 亿元
重大项目尽快落地，确保全年招商引资到位
资金 200 亿元以上。
狠抓项目建设。重点抓好在建项目库
建设，确保全县 156 个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
进。
狠抓创新创业。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大
力弘扬“工匠精神”，大力推动全民创业，培
育壮大创客群体。
（二）实施转型升级攻坚行动，夯实产业
发展新支撑。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全县
产业发展的特色和优势，抓重点、补短板、强
弱项，不断扩大有效供给，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推动县域经济优质高效发展。
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力争全年实现工
业总产值增长 15%以上；完成工业投资 52 亿
元，同比增长 39%以上，其中技术改造完成
投资 20 亿元，
同比增长 15%以上。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深入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全市国家级农业可持续
发展试验示范区建设为契机，大力发展规
模、高效、循环、特色农业。
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围绕万亩樱花、温
泉冷泉和故居古迹等崇阳地域特色的自然、
人文优势资源，进一步加大旅游资源宣传推
介力度，积极与省内外旅行社联合体对接交
流，宣传崇阳旅游品牌形象,力争全年接待
游客 480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6 亿
元。
（三）实施城乡统筹建设行动，塑造美丽
崇阳新形象。
持续开展城乡系列创建活动，努力做美
老城、做活新区、做优集镇、做靓乡村，构建
宜居宜业宜游的山水园林生态县城。
全面提升城市建管水平。坚持高起点
规划，快节奏推进，精细化管理，不断提升城
市档次和品味。推进老城区改造升级，投入
资金 20 亿元，加快新城区规划建设，加强社
区管理，全力打造规范有序、文明整洁的城
市环境。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实施“三乡
工程”为抓手，推进城乡资源要素合理流动
和优化配置。鼓励支持能人大户和广大市
民在园区、在山上、在田间创办企业、新建基
地，掀起新一轮“山上再造”和乡村旅游发展
的热潮。2018 年，重点推进尚禾柃蜜小镇、
茅井美丽小镇、桂花泉森林小镇、东流民俗
村等项目建设。
着力改善绿色生态环境。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巩固省级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县创建成果，实施“青山、绿水、
蓝天、宁静”四大工程，对突出环境问题整治
采取“回头看”，重点抓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2
产业规模不断壮大
▲ 调结构、促升级，
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
硬支撑。新发展“两茶两竹”5 万亩，被评为
全国重点产茶县，黄精、白芨等中药材种植
和有机蔬菜大棚蓬勃兴起，
“三乡工程”经验
在全省作典型发言；新增省级龙头企业 1
家、市级龙头企业 4 家，崇阳麻花获批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园区基础设施累计完
成投资近亿元，园区税收首次突破亿元大

关，达到 1.5 亿元，净增 7000 多万元；新增规
模企业 12 家、高新技术企业 6 家。成功举办
了首届“龙泉山赏樱月”等活动，打造了樱花
小镇、柃蜜小镇等一批特色小镇，全年旅游
综 合 收 入 突 破 22 亿 元 。 全 力 推 进“ 互 联
网+”行动，建成村淘服务站 40 个，阿里巴
巴、苏宁等 8 家电商企业入驻崇阳，崇阳电
商产业园开工建设。

3
城乡面貌不断改善
▲ 夯基础、创品牌，
坚持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提升崇阳形
象的主抓手。全年新建城建项目 31 个，
完成
投资 4.1 亿元，文体中心一期、一河两岸南岸
开发等项目顺利实施，
城区环境质量和绿地
覆盖率大幅提升，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县城、
省级文明城市，青山国家湿地公园顺利通过
验收。幕阜山旅游公路、樱花大道等交通重
点项目顺利推进，全年新开路基 66 公里，路

面刷黑 68 公里，完成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
程 1500 公里，城乡交通条件不断提升。扎
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工程全面铺开；持续推进“绿满崇阳”行动，
完成造林面积 9.2 万亩；全面落实河湖库长
制，
“ 九河九港”综合整治有序推进；扎实推
进中央环保督察重点攻坚问题整改，全县认
领的 23 项突出环境问题全部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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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事业不断进步
▲ 强保障、惠民生，
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力推进脱贫攻坚，全
县 14 个贫困村如期出列、11966 人稳定脱
贫，全省易地扶贫搬迁现场培训会在我县召
开。有效应对特大洪涝灾害持续袭击，受灾
群众得到妥善安置，
水毁基础设施得到及时
恢复。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高，
成功举办
“万
名职工劳动技能大赛”，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6255 人；全年向上争取各项社会救助资金
8940 万元，
发放 9548 万元。群众文化活动持
续火爆，
成功举办第十届提琴戏剧节；
全面推

进教育改薄工程，联校网教、集团化办学在
全省作典型交流，崇阳一中本专科上线率
100%，创历史新高；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和保障基本医疗服务改革试点，按床日收费
在全县乡镇卫生院全面推广，按病种收费在
县级公立医院试行，
计生工作在
“全国生育关
怀携手行”经验交流会上作典型发言。深入
开展法治崇阳建设，
“法律六进”活动效果明
显，
“七五”普法落到实处；安全生产、食品药
品安全、
公安消防等工作不断推进，
社会保持
和谐稳定，
群众安全感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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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建设不断加强
▲ 提效能、优服务，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支部
主题党日”
等活动，
严肃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
的
“四风”
和腐败问题，
干部作风明显好转，
行
政效能和执行力全面提升。深入推进“放管
服”改革，编制了县级权力下放清单、乡镇权
责清单和下沉清单，县、乡（镇）、村（社区）三

级政务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政务服务
综合标准化试点通过省级验收。积极办理人
大议案、
意见、
建议和政协提案，
城区
“禁鞭禁
麻”
、
河道挖沙整治、
非煤矿山整治、
拆迁安置
等工作成效显著，
一大批群众关心关注、
多年
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事情得到顺利解决。

丰日科技产业园

青山绿水映彩霞

2018 年政府工作总体要求

2018 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引领，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实施“五大行动”为抓手，加快推进绿色崛起、决
胜小康进程，
为建设开放、生态、富裕、
文明、幸福崇阳而努力奋斗！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8.5%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8.6%以上；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
10%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 13%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2%以上；外贸出
口增长 8%以上；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9%以上，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 9.5%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控制在 3.5%以内；完成省定节能减排任务。

生态高速

大岭新貌

宇涛特种纤维

保护、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监管、清洁家园行动
等工作。
（四）实施全面深化改革行动，激活改革
创新新活力。
把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改革
向纵深领域推进，从困难最大、矛盾最多、短
板最明的地方改起，确保更具活力、更富效
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逐步形成。
持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以政府职能
转变为核心，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厘清政
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断规范县级行政审批，
完善行政运行机制，理顺市场监管体制。巩
固推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改
革试点、国有林场改革、乡镇财政体制改革
和白霓镇扩权强镇改革试点工作。
持续推进经济领域改革。以促进经济
发展为重点，进一步完善现代市场体系，降
低企业准入门槛和社会投资创业成本，鼓励
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市场；深化投融
资体制改革，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引进社会
资本参与公共领域建设运营，鼓励银行机构
开展信贷产品及服务创新。
持续推进民生保障改革。以保障和改
善民生为目标，着力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
高公共服务质量，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继续推进教育信息化、集团化办学、教
师国培改革，试点推进“县管校聘”城乡师资
均衡配置交流改革，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积极推动农
村综合产权交易试点、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
革及环卫市场化改革等。
（五）实施民生幸福普惠行动，满足人民
群众新期盼。
把 2018 年作为矛盾化解年，牢牢抓住
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
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
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使人民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
持续。
突出抓好精准扶贫。坚持把 2018 年脱
贫摘帽作为首要任务、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
工程，坚决打赢这场输不起的攻坚战。进一
步实行精准施策，针对贫中之贫、困中之困，
创新扶贫举措，实行分类扶持，突出兜底保
障全覆盖、基础建设补短板、培育产业强支
撑、教育培训拔穷根、易地搬迁挪穷窝，让全
县 186 个村共同发展、同步小康。
全面发展社会事业。扩大优质教育
资源对乡村薄弱学校辐射面，推进学前教
育、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大公立
医院建设投入力度，强化基层医疗服务体
系建设，，加大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力
度，统筹推进社保体系建设，新增城镇就
业 6000 人 ，确 保 城 镇 登 记 失 业 率 控 制 在
2.4%以内。
持续保持社会稳定。深化平安崇阳建
设，组织开展“打黑除恶”、
“ 盗抢骗”、
“ 黄赌
毒”等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集资、金
融诈骗等涉众型经济犯罪，进一步加大治安
重点地区的排查整治，全面加强治安、交通、
消防等公共安全管理。

柃蜜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