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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建国

通讯员 王艺

连日来，洞头区佳音频传喜事不断，中国渔业协会
发文授予“中国紫菜之乡”和“中国生态大黄鱼之乡”
两个“国字号”称号；浙江省首批大花园“耀眼明珠”
网络评选活动正式启动，洞头海岛公园入选候选名单；
省委依法治省办公布 2020 年法治建设社会满意度调查结果，洞头区法治建设
社会满意度测评分为 94.12 分，蝉联全市第一，全省第五……
由此可以折射出，洞头区的产业发展、人居环境、社会和谐都已迈上一个崭
新的台阶。刚刚过去的“十三五”时期是洞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五年，
完成了打基础、优环境的阶段性任务，生态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批标志性工
程、引擎性项目接连落地，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
地区生产总值从 2015 年的 73.15 亿元提高到 114.42 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 5.42 亿元增
加到 10.02 亿元，金融存贷款余额实现翻番增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从 34674 元、
18365 元提高到 52279 元、
32295 元，
两项收入比例为 1.62:1，
均衡度排名全省前列。
招引落地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30 个；
集装箱吞吐量从 2.3 万标箱跃至 41 万标箱；
城乡危旧房全
面清零，
成功创建全省首批
“无违建”
区；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圆满收官，
获评省生活垃圾分类先进
区；
蓝湾整治成为全国样板，
入选自然资源部十大典型案例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案例，
亮相新中国
成立70周年成就展，
成功举办蓝湾国际论坛和全国现场会，
“蓝湾指数”
成为国家行业标准……
日趋浓厚的科创氛围为可持续发展增添了后劲，洞头区聘请 11 名院士为发展顾问，建立 3
个院士专家工作站，新增 6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7 家省市科技型企业，引进 205 名中高层次
人才，4900 余名大学生回乡创业。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十四五”时期，洞头将进入“大投入、大建设”的新阶段，在“海霞精
神”映照下，洞头干部群众正满怀干事创业豪情，奋力谱写更大荣光，
全力演绎
“向海图强”
的壮
美诗篇，力争今后 5 年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上工业增加值、旅游产业增加值、
集装箱吞吐量等 5 大指标实现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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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花园
海上花园”
”春满色 斑斓彩蝶踏浪来
今后 5 年洞头力争五大经济指标实现倍增

“十三五”成就
●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全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
●全国文旅融合特色创新示范区
●国家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区
●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区

薪火相传不息“海霞精神”历久弥新
回首“十三五”，洞头奋进的脚步从未
停歇，
“红色海霞”成为全国焦点，
聚焦成了
洞头发展的
“高光时刻”
！
2020 年，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建连 60
周年系列活动取得圆满成功，纪念大会、军
事汇演、文艺展演等活动办出了洞头风采，
产生了深远的政治效应、国防效应、社会效
应。陆续开展了
“全国媒体海霞采风行”等
活动，获全国各级媒体刊发报道 910 条，亮
相央视《新闻联播》2 分钟，见诸《人民日
报》
《新华每日电讯》
《解放军报》等各大报
端，充分展现了海霞巾帼风采和海上花园
魅力。
过去的成就和未来的开拓，都离不开
精神上的支撑。洞头不断提炼新时代海霞

●全国创建无邪教示范区
●全国信访工作
“三无”区
●国家海洋经济统计制度创新试点

精神内涵，加快海霞小镇项目建设，
完善海
霞学院培训体系，创新军事体验、青少年研
学等红色旅游线路，推出“五个一”特色内
容，进一步擦亮
“海霞”
名片，
传承了红色基
因，凝聚了各方力量。
坚持把“海霞精神”高高举起，汇聚起
建设海上花园的磅礴力量。洞头将积极落
实省委赋予“打造新时代民兵建设重要窗
口”的使命担当，
加快打造女子民兵连爱军
尚武“绿色”品牌，带动洞头“红色”旅游深
度发展，推动海岛“蓝色”经济提能升级。
发挥国防教育+军事体验+研学旅游等核
心项目特色，依托海霞小镇+海霞学院+海
霞村+海霞营地+海霞军旅等为阵地的产
业平台，积极打造全国女干部培训基地。

●全国慢性病患者全程健康管理
试点地区
●部省共建乡村振兴示范省先行创建区
●推广PPP模式工作获国务院通报表彰
●东西部扶贫协作做法入选国务院
扶贫办案例选编
●蓝色海湾建设入选自然资源部社会
资本参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案例
●社会救助尽职免责机制获评全国
社会救助创新实践十佳案例
……

做足开局功夫 高起点冲刺抓先机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洞头将聚
焦聚力高质量发展、竞争力提升、现代化先
行，以开局抢跑、起步冲刺的昂扬姿态，从
八个方面高水平开启洞头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征程。
——进一步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 ”防 控 策 略, 深 化“ 源 头 查 控 ＋ 硬 核 隔
离＋精密智控”工作机制，高要求做好疫情
常态化防控。
——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围绕项目
干，保持有效投资高增速与优结构的平衡，
高强度抓好有效投资。
——积极建设大平台，发展大产业，确
保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通过省级
评估，高质量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充分发挥洞头资源优势，积极参

与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
在构建新
发展格局中勇当开路先锋，
高水平扩内需、
促开放。
——以数字化改革撬动各领域改革，
以科技创新带动各方面创新，努力形成一
批标志性、特色性成果，
高站位实施改革创
新。
——致力于精建精美，统筹推进城乡
品质化建设、一体化融合，
彰显海上花园魅
力，高品质建设海岛大花园。
——从群众最关心的地方做起，把群
众最需要的事情做实，不断实现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高标准强化民生服务。
——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区域
治理科学化、精细化、高效化，高层次推进
社会治理。

擘画五年愿景 打造“一平台两样板五个岛”
洞头区是全省 6 个海岛区（县）之一。
迎来
“十四五”
，洞头将以
“真正把洞头建设
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花园”为总目标，以
“生态立区、旅游兴区、海洋强区”为主战
略，以
“一平台、两样板、五个岛”
为主抓手，
继续弘扬好海霞精神，推进区域治理现代
化精细化，高质量建设海上花园。到 2025
年，地区生产总值力争突破 220 亿元。
“一平台、两样板、五个岛”：
“一平台”
是高标准建设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两样板”是高起点打造两山实践样板和乡
村振兴海岛样板，
“五个岛”分别是高品质

打造国际旅游岛、临港产业岛、生命健康
岛、科技创新岛、两岸同心岛。
洞头将以“三区战略”为引领，一张蓝
图绘到底。深化生态立区战略，争取生态
人居全球典范；深化旅游兴区战略，
争取海
岛旅游国际影响；深化海洋强区战略，
争取
海洋经济全国示范。以优质普惠为方向，
以增进民生福祉为落脚点，以现代化建设
为支撑，系统完善人的全生命周期服务，
构
建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机制；
综合开发渔、
港、涂等海洋资源，
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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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在海岛发展的每一段历程
、
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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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实施
“五大行动
五大行动”
”
实施综合交通建设行动，构建内畅外快交通网，打造以海西湖区域为核心、多
点布局的浙南水运中心，
发挥
“海上门户”
作用。
实施市政设施建设行动，加快城市有机更新，完善慢行系统、污水处理等市政
设施，提高供水供电“双回路”保障能力，努力建设宜居城市、海绵城市、无废城市、
智慧城市。
实施海岛公园建设行动，
统筹推进花园洞头、美丽海湾、海洋湿地等建设，
打造
天蓝、海碧、地绿的生态环境，
不断拓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转化通道，
加快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
实施海岛乡村振兴行动，建设美丽乡村升级版，壮大乡村产业经济，推动城乡
融合改革，
打造一批生态美、产业兴、乡风好、百姓富的乡村公园。
实施商贸消费提升行动，打好强商、旺客、兴市等组合拳，探索“请你来开店”
“请你来开会”
等模式，
培育新消费、新供给、新流通、新环境，
实现消费指数提升、商
业业态优化、旅游效益转化，居民消费率稳定在 45%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到 5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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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学在洞头”，加快建设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教育资源布局，强化优
秀教师
“引、育、留”
工作，
打造一批
“家门口的好学校”。
建设“医养洞头”，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和“医共体”建设，统筹医疗资源配
置，
突出医养结合，
打响
“养心”
品牌。
建设“文化洞头”，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强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加快发展海岛
特色文化产业，
共筑闽瓯文化交融高地。
建设
“青年洞头”
，健全高标准、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拓宽就业渠道，
完善创业
生态系统，
让洞头成为美好家园、创业乐园，
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到洞头、留在洞头。
建设“智治洞头”，构建“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推动从“事”向“制”
“治”
“智”
转变，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打造新型治理形态，奋力开创区域现代化
治理新局面。

“十四五”目标
五大主要经济指标倍增
2021 年
2025 年

地区生产总值
114 亿元
220 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 亿元
20 亿元

规上工业增加值
14 亿元
55 亿元

旅游产业增加值
11 亿元
20 亿元

集装箱吞吐量
41 万标箱

本版图片由洞头区委宣传部 提供

120 万标箱

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有序推进。
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有序推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