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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十一项主要经济指标，六项
位居全市前列，成功跻身全市第一方
阵；全面小康建设总体实现程度达到
95.7%，2014 年、2015 年、2016 年、
2017年连续四年被省委、省政府授予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工作先进县市
区”称号……建区以来，大祥区实现
了从经济基础薄弱到综合实力全面提
升的历史性跨越，朝着全面小康目标
阔步前进。

经济总量连续翻番。2018年，大祥
区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总收入、固定资
产投资、规模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实际利用内资、实际利用外
资分别达到171.5亿元、6.5亿元、120.5
亿元、41.6亿元、77.1亿元、132.5亿元、
3123 万美元，分别为 1997 年建区时期

的 14.3 倍、30.9 倍、446.3 倍、6.7 倍、
350.5倍、473.2倍、37.9倍；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由3635元增至28838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825元增
至19214元。

六项指标全市领跑。今年上半年，
大祥区十一项主要经济指标，九项三区
靠前，六项位列全市第一方阵。全区完
成地区生产总值 773867 万元，同比增
长7.7%，位居全市第三；规模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8.4%，位居全市第二；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6%，位居全市第
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1.1%，位居全市第三；实际利用外资
2609万美元，位居全市第五；全区进出
口 总 额 10476 万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22.9%，位居全市第三。

阔步前进 强势崛起

智慧大祥阔步行 蔡锷故里万象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大祥区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文/宁如娟 胡晓建 图/申兴刚

大祥区，坐落于邵阳市区西南
部，1997 年 8 月经国务院批准设为
县级行政区，城区中心地段是宝庆
古城故址。至此，大祥区的历史翻
开全新的一页，开启了发展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建
区 22 年来，在党中央和省委、市委
的坚强领导下，大祥区委、区政府团
结和带领全区人民念党恩、听党话、
跟党走，锐意进取、励精图治，绘就
了波澜壮阔、流光溢彩的历史画卷，
蔡锷故里焕发出勃勃生机。

22年间，大祥区经济社会取得跨
越式发展，产业结构全面优化，城乡
面貌焕然一新，民生福祉明显提升，
一座功能完善、生态宜居、产业兴旺、
整洁有序的现代化新城跃然眼前。

建区以来，大祥区坚持带
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通过大
力发展教育事业、加快医疗卫
生体制改革等举措，推动社会
事业不断取得新进步，让幼有
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
有所医、老有所养一步步成为
现实并且获得新的发展。22
年间，大祥区一件实事接着一
件实事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人
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三大攻坚战”初战告捷。
大祥区全面落实化解债务三年
行动计划、压缩政府性投资项
目、整合区属融资平台等一系列
措施，将政府债务风险稳定在绿
色安全范围。该区共有9个贫
困村，有贫困人口3060户8156
人。自2014年以来，按照“四个
切实”“五个一批”“六个精准”要
求，抓实脱贫攻坚工作，全区共
脱贫2537户7121人，9个贫困
村已全部退出。该区强力推进
环保问题整改。2018年，大祥
区负责的中央、省、市环保督办
件全部按要求整改到位，搬迁关
闭二级饮用水源地企业23家，
农村禁养区养殖场退养196家
（户）。同时，依法取缔红星夜
市，云峰水泥和邵阳生活垃圾填
埋场卫生防护距离内房屋搬迁
工作顺利推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近年
来，大祥区委、区政府坚持把解
决城区义务教育“入学难”问题
作为首要民生工程，累计投入
教育项目建设资金近3亿元，通
过新建、扩改建、提质改造、租
用校舍等多种途径增加学位供
给，共新增学位4200个。在确
保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全员就近
入学的基础上，2018年全面完
成了消除“超大班额”工作任
务，共消除“超大班额”班级230
个；2019年共消除“大班额”班
级116个，超额完成省市下达的
工作任务，“大班额”班级占比

由 2018 年 初 的 58% 下 降 至
23%，各中小学起始年级班额严
格控制在55人以下。同时，乡
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明显提
升。目前，全区共有区级以上
骨干教师143名，其中城区教师
51名，乡村教师92名。

社 会 事 业 全 面 进 步 。
2018年，大祥区省定民生实事
全面或超额完成，建成村级服
务平台36个，村级卫生室全部
竣工并即将交付使用，完成了
蔡锷、雨溪养老院改造工程，
养老、医疗、失业、生育保险水
平不断提高，卫生、科技、文体
等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召伯
窑址通过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评审，并作为第八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申报。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扎实推进，城
市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发展大局和谐稳定。大祥
区建立了“一二三四五”群众工
作机制，继续推行以村（社区）
为主的信访工作模式，积极转
变信访工作方式，将矛盾纠纷
化解在萌芽状态，将问题解决
在基层。在全市统一部署下，
该区积极推进“一村一辅警”

“邵阳快警”等改革创新，受到
省市领导高度肯定。食品药品
安全监管扎实有效，全区没有
发生较大的生产责任安全事故
和重特大事故。

沧桑巨变七十载，砥砺前
行铸辉煌。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大祥区委、区政府将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全力围绕“智慧大祥区、文
化生态城”的发展战略目标，加
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全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大力发展社会各
项事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幸福指数 节节攀升

新中国成立之初，大祥区除
了城区府街（今红旗路）以及县
街（今城北路）有公路以外，其
它地方都没有公路，以城区为中
心向四面辐射的驿道仅有 2 米
宽，只能人走马行，城市基础设
施几乎一片空白。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建区 22 年来，
大祥区经历了一座城市砥砺崛
起、日月新天的沧桑巨变。如
今，一条条通衢大道向八方延
伸，一个个住宅小区拔地而起，
一排排商铺连片成行……目之所
及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拓”城步伐加快。娄邵铁
路、怀邵衡铁路建成通车，邵阳
站综合交通枢纽启动建设，大祥
区正式迈入“高铁时代”。桃花
新城、体育新城、教育新城初具
规模，西湖桥、资江二桥、沿江
桥、青龙桥、邵水桥、佘湖桥、
步月桥、桂花桥、雪峰桥等九桥
飞架，连接南北，贯通东西，城
市格局全面拉开。大祥区城区面
积从 1997 年的 15 平方公里扩至
2018 年的 25.8 平方公里，城镇
人口由 14.5 万增至 26.74 万，城
镇化率达到77.8%。

“融”城规范有序。大祥区统
筹城乡一体发展，推动城乡同建
同管。城乡路网日趋完善，新增
敏州路、邵州路、西湖南路、学院
路、大祥路、迎春路、湖口井路、桃
花路、新城大道、邵水西路茅坪段
等城市主次干道，大祥立交桥竣
工通车，小街小巷改造和主街干
道立面改造全面完成，S217、S231
改造提标，村村通、组组通加快推
进。城乡管理更加科学，城区“禁
摩限电”圆满成功，环卫市场化运
作全面推行，城乡网格化管理稳
步推进，在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省级文明城市、省级园林城市

和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作出了积
极贡献。

“畅”城力度加大。近年来，大
祥区交通基础设施得到极大发
展，形成由铁路、公路、水运等多
种运输方式构成的交通运输网
络。境内洛湛铁路、怀邵衡铁路长
18 公里，邵阳火车站坐落其中，
由邵阳火车站出发，可直达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等各大城市。主
城区道路四通八达，高速、国道、
县道、乡道、村道等城郊道路达
600余公里，公路运输十分便捷，
境内有通航河道资江与邵水，均
为七级航道，总长 40 千米，最大
通航能力均为 50 吨级船舶。“十
三五”期间，大祥区完成干线公路
改造建设35.9公里，完成农村公
路提质改造工程63公里，通自然
村水泥路20.2公里，省级贫困村
道路改建18公里，县乡道路安保
工程建设 37 公里，打造民生交
通、平安交通。

“美”城成效明显。大祥区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完成珑湖、
梅子井、资江二桥截污工程，整
顿规范红星夜宵一条街，“蓝天
保卫战”效果显著，全区大气环
境质量持续好转；建立健全区、
乡、村三级河长制责任体系，突
出抓好重点水域空间管控、岸线
管理和水源保护工作；积极开展

“三边三年”“四边五年”绿色行
动，植树造林4.2万亩，新建郊
外森林公园6座，森林覆盖率达
到31.6%，城镇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达到41.8%。此外，该区大力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清风 （台
上）、龙头（召伯）、蔡锷、罗塘
等4个美丽乡村示范片区和15个
新农村示范村建设成效显著，板
桥乡龙头村、桥头村被省委、省
政府授予“秀美村庄”称号。

拓融畅美 面貌一新

近年来，大祥区委、区政府始终把
产业发展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支撑和
稳定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要求，明确“智
慧大祥区、文化生态城”发展定位，全
区上下迎难而上，奋发有为，掀起了一
场产业发展的新变革，迈出了高质量
发展的坚实步伐。

工业突飞猛进。建区以来，大祥区
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工业发展，提出“兴
工强区”战略，建成省级工业集中区、横
冲工业园、湘商产业园等园区，吸引国
电宝庆煤电、海螺云峰水泥等“国字号”
企业落户大祥，实现工业经济快速增
长。2018年，全区拥有产值10亿元以
上企业2家、亿元以上企业30家、高新
技术企业5家，规模工业企业45家。

产业转型升级。市委实施工业
“退城入园”后，大祥区委、区政府积极
调整发展战略，主动融入全市布局，找
准产业定位，突出中心城区优势，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将大祥打造成为一二
三产业和城市融合发展先行区。该区
以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为依托，培
育浩天米业、威斯珈、华立竹木等农业
规模企业 75 家，其中省级农业规模企
业 4 家，市级农业规模企业 22 家。优
质稻、精品水果、绿色蔬菜、特色养殖、
农产品加工等五大产业不断壮大，已
成为现代农业新引擎。

狠抓项目建设。2018 年，大祥区
实施重点项目91个，其中产业项目31
个，完成投资113亿元，征地920亩，拆
迁房屋6.5万平方米。基础设施项目稳
步实施，怀邵衡铁路全线通车，市体育
中心及周边路网、大祥路北段、110 千
伏六岭变电站、大祥工业集中区污水处
理站等项目建成使用，S338 城南至罗
市段已完成，S231、邵九公路等项目进
展顺利。实体产业项目加快发展，曹家

医疗美容医院总部竣工投产，湘商产业
园建成标准厂房5.9万平方米，罗塘3D
科技文化旅游项目启动建设，湘商国际
生态商贸城成功签约。今年来，大祥区
积级对接省市投资主管部门，紧盯国家
产业政策、中央投资计划和国家区域发
展规划，积级争取申报项目进中央、省
计划笼子，国家农业科技园顺利通过验
收，成功申报“长江大保护”项目债券资
金2.5亿元、“檀江河生态廊道可持续发
展工程”资金 1.3 亿元、“135 工程升级
版”争取奖补资金 360 万元，为产业发
展提供新动力。

壮大第三产业。交通银行、光大银
行、广发银行、太平洋保险、财富证券等
金融机构先后入驻大祥区，商贸物流、
金融证券、数字信息、休闲服务等产业
优势扩大，滨江金融商贸新城初步成
形。以蔡锷故里文化博览园为带动，结
合檀香园、云溪谷、百果洲、金山湖、召
伯窑址等景点建设，该区打造了全时、
全域、全链旅游产业链条，旅游休闲观
光企业达到122家。通过转型发展，大
祥区产业结构不断调优，三次产业结构
由 1997 年 的 23.7：46.7：29.6 调 整 为
2018年的3.4:37.1:59.5。

精准招商引资。大祥区委、区政府
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加快全区发展的
第一要务，每个月至少有一位区级主要
领导带队外出开展产业项目招商，并针
对现代农业、文化教育、商贸物流等重
点领域精准对接，全面推进项目落地，
持续不断地为大祥经济发展提供强劲
动力。2015 年以来，该区累计引进企
业26家、投资项目82个，总投资103.23
亿元。今年以来，大祥区共联系企业
87 家，接待考察对接项目的单位和企
业120余次，在“粤港澳洽谈周”及承接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重点项目推介
会上签约项目3个，总投资达25亿元。

产业发展 顺势腾飞

浩天米业的自动化生产线。

大祥区湘商产业园。

城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1.8%，“蓝天保
卫战”成效显著，宜居宜业大祥正崛起。

大祥区致力打造全时、全域、全链旅游产业链条。图为蔡锷故
里文化博览园一景。

2018年，大祥区整体收购华夏方圆学校，新增2000个学位，有
效缓解中心城区学位压力。图为该校师生正在阅读报纸。

包含“两场两馆一校一园”的市体育中心。

教育新城初具规模。

我市第一座立交桥——大祥立交桥。

大祥区美丽乡村示范片区和新农村示范村建设成效显著。图为板桥乡龙头（召伯）美丽乡村示范片区。

2018年12月26日，怀邵衡铁路开通首日，一列高速列车停靠
邵阳火车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