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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将过去的 2019年里，
湖里区在各项事业上硕果累累：
经济方面，倾力拼出了“湖里速
度”；
民生方面，又彰显了“湖里
温度”；城区环境方面，通过精
心雕琢展现了 “湖里颜值”；治

理创新方面，擦亮了 “湖里品
牌”；
主题教育中，凝聚了“湖里
精神”……
昨日下午，中共湖里区委召
开八届十一次全会。会议提出，
要奋力推进特区发祥地治理现
代化，
奋力推进岛内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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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以来，湖里区迅速
行动、全力落实岛内大提升工
作，深入开展对标先进、争先进
位行动。努力终有收获，今年 1
月 -11月，湖 里 区 GDP比 增
8.
8%，规上工业增加值等指标
持续位居全市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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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区也获评全国健康促进区。
此外，湖里区行政服务中
心、区文体中心、区社会福利中
心等民生项目也顺利建成。
目前，湖里区有 10个安置
房项目在建，
可提供房源约 1万
套，开建高林 -金林、后埔二期
社区发展中心。
湖里区还启动实施总投资
200亿元的停车设施大项目包，
群众生活更加暖心舒心安心。

招商引资方面，湖里区全面
发力提速，
促成中金资本等一大
批高能级项目签约落地，同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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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百花电影节落户厦门为契
机，
对接引进先力国际影视基地
精心雕琢城区环境，湖里区
等 60个影视项目。在项目策划
成绩斐然。
方面，湖里区梳理策划厦门之
2019年，湖里区巩固深化
眼、
厦门金融大街等一批重大项 “大城管”机制改革，在每月市
目。
对区垃圾分类、市容环卫、背街
今年，
湖里区 39个省市级、 小巷卫生保洁等考评中连续位
35个区级重点项目均超额完成
居第一，
在季度全市城市综合管
同期投资计划。
理考评、
全市文明城区测评中均
在湖里东部旧村改造方面， 名列第一。
今年完成11个自然社房屋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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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村签约。截至12月18日，
累计
湖里区的治理创新也屡获
签约总量超350万平方米，超过
点赞。湖里区党建引领小区治理
湖里区前四年征收总量，占今年
的经验做法获评全国 “十大社
全市征收量的60%。
区发展治理创新案例”、全国城
\]
市基层党建创新优秀案例，入围
经济拼出了 “湖里速度”， 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此
外，
在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活动站
湖里区也努力提升民生福祉，保
建设、两岸妇女融合工作、巡察
持“湖里温度”。
工作等方面，
湖里也屡获上级肯
湖里制定促进教育发展的
18条重点措施，促成华鹏等 19 定。
个优质普惠学校 （园） 建成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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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新增学位 7390个。此外，
高
通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林学校等 6所在建公办校（园）
使命”主题教育，湖里区在各条
预计明年招生。
战线上涌现出了全国 “人民满
医疗卫生领域，辖内的厦门
意的公务员”
方旭明、全国“人
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如心妇
社服务标兵”龚晓龙、全国“七
婴医院开诊营业。同时，
61家小
五”普法中期先进个人傅芳槐、
区卫生服务站、小区医生工作
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赵亚娟等
室、
小区居家养老护理站投入运
一大批先进典型。 9$:!%%;!
营，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病，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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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地区 生产 总 值比增
9%左右”，这是湖里区委八届十
一次全会上提出的 2020年度发
展的预期目标。
湖里区提出，将继续深入实
施“2+4+N”发 展 战 略 ，以 制 度
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为牵引，以
重大重点项目为支撑，加力加速
产业素质、
城区气质、民生品质大
提升，全面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
代化中心城区。

在规模化投资上，湖里区将
按照先做补短板、促增长、提品
质、
强实力项目的思路，推动厦门
之眼、
厦门金融大街等 14个重大
项目尽快启动实施，推动英蓝国
际金融中心等一批重点项目早见
成效。
湖里区将力争以项目带动扩
大有效投资、集聚高端产业、培育
新增长极。

创新治理
锐意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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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提出，湖里区将加快推
进旧村整村大改造，力争明年基
本完成湖里东部旧村征收签约工
作。同时，
有序开展湖里西部旧村
整村更新提升，建设一批低租金
的创业空间、人才公寓、环卫公寓
等，
促进“城中村”有机更新。
在城区综合承载大升级方
面，
湖里区将加快第二东西通道、
轨道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实施厦门岛北门户片区整治提升
等新一轮城区品质提升项目，促
进中心城区完善功能、提档升级。
同时，
加快推动总用地面积 80万
平方米净地出让，抓紧收储总用
地面积 74万平方米轨道平衡用
地，为项目建设提供充足的用地
保障。
在城区环境治理方面，湖里
区将巩固深化“大城管委 +城建
集团”的决策、执行体制，细化完
善《湖里区城市管理系列标准》，
高效运作“数字湖里”公共管理
集成平台和“城管指挥中心”，完
善落实“路长制”等精细化管理
机制，深入开展 “洁净家园”行

在拓展产业新空间方面，湖
里区将依托厦门自贸片区等重大
片区、
重点园区，加速集聚高端项
目、
高端产业。同时，高标准建设
五通金融商务区，将其打造为金
融总部核心区。加速建设西海湾
邮轮城，将其打造为港城融合发
展的典范和标杆。
在新经济高地的打造上，湖
里区将推动建设人工智能创新产
业园、
邮电纵横创新研发中心等，
力促邦芒人力宝等一批平台经济
项目落户，培育壮大亿联网络等
一批生根型龙头企业，形成具有
区域竞争力和带动力的新经济产
业体系。
招商方面，湖里区将主动出
击招大商、招优商、招强商，力促
世 界 500强 法 国威 立雅 、民 企
500强悦榕庄酒店、台湾百大力
丽集团、
央企中车交通区域总部、
上市企业中金资本南方总部、新
锐企业 友 信金 服以 及 固投 超过
10亿元的重大产业项目厦门钨
业等落地见效。

动，
努力实现湖里城市管理硬件、
软件“双领先”。

惠民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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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湖里区将继续落实
“湖里教育 18条”，把鼓励社会
力量举办“优质普惠学校”、努力
增 加学 位供 给 作为 重中 之 重来
抓，
推动忠仑高端民办学校、火炬
国际学校、南山学校、金尚学校等
一批教育项目加快建设，促进湖
里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同时，以获评全国健康促进
区为新起点，依托五缘湾高端医
疗园区集聚更多优质医疗资源，
推动微医国际数字医疗中心、弘
爱妇产医院、小区卫生服务站等
加快建设，探索小区医养结合模
式，让群众享有更加优质的健康
服务。
在文化方面，
湖里区提出要高
品位打造文化标杆的目标。以金鸡
百花电影节长期落户厦门为契机，
大力开展影视招商，
推动爱尚传媒
等一批影视文化产业项目落地见
效。同时，
精心打造“特区·1980”
湖里创意产业园等文化基地，
加快
一系列文化惠民设施和举措的落
地。
湖里区提出，要以高标准打
造爱心之城。围绕这一目标，
实施
爱心献功臣、爱心助残等公益活
动，
推进建设地下停车场、安置房
等惠民项目。通过支部主题实践
活动、党员“双报到”等活动，发
动群众参与“爱心厦门”建设，不
断提升湖里区的文明程度和人文
温度。
9$:!%%;'

6789(:;<= >?8@ )*+,+-)./0*122ABC 333456//.354-/72DEFG 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