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5： 

林邑福地 美丽北湖 
——北湖区情概况 

 

北湖区位于湖南省东南郴州市中部，1995 年 4 月撤原县

级郴州市设区，现辖 10 个街道 2 个建制镇 2 个瑶族乡，共

70 个社区（含 67 个城市社区、3 个乡镇社区）、91 个行政

村，总面积 818.53 平方公里，总人口 56.8 万，是郴州市的

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北湖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自秦置郴县始，均为历代郡、

州、军、路、府、区和县治所在地，是一座有着 2200 多年

悠久历史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境内有农耕文化的代表遗迹

神农殿、庄严肃穆的义帝陵、《柳毅传书》故事发祥地龙女

景区、“五连冠”训练基地中国女排腾飞馆，明代尚书何孟春、

一代名将邓华等生长于斯，韩愈、秦观、周敦颐、张学良等

许多名人贤士都在这里留有踪迹。 

北湖钟灵毓秀，物产丰饶。北湖自然环境优越，矿产资

源丰富，有石墨、煤、钨、锡、钾、萤石、硅等 20 多种矿

产资源，是世界著名的“微晶石墨之都” “中国有色金属之乡” 

“中国温泉之乡”。孕育了“水下冰锥”国宝的万华岩溶洞、南

方最大高山草原仰天湖和小埠国家 5 星级乡村生态园等风景

名胜，是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区。 

北湖区位优越、通衢八方。境内京广铁路、京港澳高速、

107 国道和武广高铁纵贯南北，郴州大道和厦蓉高速公路连

接东西，北湖机场坐落在北湖区华塘镇塔水境内，是湘南地

区的交通枢纽，珠三角和长株潭两大经济圈的交汇之地，南

下广州、北上长沙均在 1 小时左右。 



北湖平台集聚，配套完善。北湖是湖南省十大投资诚信

安全区、内陆“无水港”城市。已形成以郴州经开区为龙头，

湘南国际物流园和石盖塘工业小区为两翼振翅高飞的发展

态势。湘南国际物流园连续五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物流园”，

积极探索园区市场化改革新模式，成功引进湘南科创园、华

润三九制药华南片区制造中心等优质项目，聚集了一大批现

代物流企业和项目，形成了一站式、一条龙服务的快速大通

关平台。 

北湖经济活跃，基础夯实。近年来，北湖坚持“创新引

领、工业主导、双轮驱动、向西发展”总要求，大力实施“三

二一”战略，即争创全省“区域发展第一方阵、中心城区发展

第一梯队、高质量发展第一纵队”，推进二三产业“双轮驱动”，

率先推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现代商

贸、现代物流、休闲旅游、口岸经济、康养产业等现代服务

业为主体的城市经济发展迅猛，以园区规模经济为主导的工

业经济平稳转型，以休闲旅游为龙头的现代农业经济蓬勃发

展。 

北湖教育均衡，亮点突出。北湖区现有各级各类学校 58

所，在编在岗教师 5272人，在校学生 13.6万余人。一直以

来，北湖区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聚焦教育现代化和

教育强区目标，统筹推进教育均衡高质量发展，先后荣获“全

国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先进单位、省政府真抓实干督查激励

先进单位、全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等 20

余项省级以上荣誉，学位建设、教育创新大突破、教育高质

量发展等特色亮点工作先后被《人民网》《中国教育报》《湖

南日报》等中省主流媒体报道。 

 



 

郴州市第三中学简介 

 

郴州市第三中学创建于

1946 年，位于郴州市北湖区民

权路 28号，是北湖区唯一一所

公办普通高中。学校秉持“为

幸福人生奠基”的办学理念，

追求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先

后被评为“全国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实验学校”、“全国中小学思想

道德建设先进单位”、“湖南省生态文明示范学校”、“ 湖南省课

题研究优秀单位”、“湖南省心理健康示范学校”。 

学校占地 200余亩，现有

教室 88 间，理化生实验室

12 间（含数字化实验室 3

间），电脑室 6间、电脑 350

台，图书室、阅览室藏书 30

余万册，450 间标准学生公

寓可同时容纳 4000 余名学生住宿，全部安装热水淋浴系统和空调，

三层 6500平方米的食堂可容纳 4000余人用餐。标准的橡胶田径场、

室内外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以及美术室、音乐室、武术室一

应俱全。“智慧校园系统”和极课大数据系统高效运用，高标准的体

艺馆即将投入使用。 

学校现有教职工 355名，其中高级教师 121名，正高级教师 2名，

特级教师 3 名，全日制研究生 33 名，市级以上优秀班主任、骨干教

（图为学校大门） 

（图为学校全景图） 



师、学科带头人 90人，涌现了

全国“巾帼师德模范”、“优

秀班主任”刘慧芳，“全国优

秀教师”、湖南省一等功获得

者李日光，“全国优秀班主任”

刘贞建等一大批优秀的教育工

作者。 

学校坚持“教研先行，以研促教”的理念，承担省级以上教育科

研课题 7项，获全国一等奖 1项，省一等奖 1项。近两年来学校教师

公开发表国家级教学论文 108篇，省级 187篇；教师获省级一等奖以

上 51 人次，其中周卓娜老师荣获“全国实验教学能手”，李荣辉老

师荣获全国生物教学竞赛一等奖。 

学校现有教学班 75 个，在校学生 4195 人，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攀

升，连续 9 年荣获“郴州市教育教学质量管

理优胜奖”。高考本科上线人数、一本上线

人数、学考一次性全合格率连年创新高，涌

现了被清华大学录取的吴春玲、高考数学满

分得主齐琦等一大批优秀学子。 

新三中，新形象；新发展，新辉煌。斗志

昂扬的市三中正铆足干劲、加压奋进，朝着

兴办三湘名校的目标豪迈前行。 

 

 

 

 

（图为吴春玲同学毕业照） 

（图为高三年级部分教师合影） 



郴州市第四中学简介 
 

郴州市第四中学创建于 1970 年，位于郴州市同福路与温

泉西路交汇处，是郴州市

城北一所历史悠久的公

办初级中学,现为郴州市

五中教育集团成员校。学

校占地面积约 36 亩，在

校学生近 3000 人，在岗

教职工 160余人，其中中高级教师 85 人，研究生学历 1人，

区级以上骨干教师 8 人，本科学历达 100%。 

学校坚持养文明之气、办优质之学、育德才之人的办学

理念，紧紧围绕“两高三化四心”（高品质、高效益，特色

化、现代化、品牌化，让师生安心、家长开心、社会关心、

党和政府放心）的发展目标，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探索实践，

取得了令人振奋的办学成绩。 

近年来，学校教师在各级刊物发表论文 100多篇，其中

获国家级优秀论文一等奖 28 人次、省级优秀论文一等奖 30

多人次，市、区级优秀论文一等奖 90 多人次；在国家和省

市区的各类教学比武中，学校教师也频频夺冠。毕业生合格

率和优秀率屡创历史新高。学校先后获得“全国教育教研先

进单位”“全国课堂教学先进单位”“湖南省文明卫生单位”

“市级文明校园”“教学管理先进单位”“全国青少年足球

（图为学校大门） 



特色学校”“郴州市文明校园”“郴州市第一批心理健康

教育特色示范学校”等荣誉称号，是郴州市政府首批确认的

一类一级学校。 

风正潮平，自当扬帆破浪；任重道远，更需策马加鞭。

如今的郴州四中正以顽强拼搏、锐意进取的精神，向着“两

高三化四心”学校稳步前进。 

 

 

 

 

 

 

 

 

 

 

 

 

 

 

 

 

 



 

郴州市第五中学简介 

 

郴州市第五中学始建于

1973年，地处郴州市竹叶冲

路 11 号，占地 105 亩，是一

所公办初级中学。现有 3个年

级、109个教学班，在校学生

5860人，在编在岗教师 417

人，其中高级教师 57 人，一级教师 150人，市区级骨干教

师 77 人。学校建有三栋教学楼、一栋实验楼、一栋行政楼

和一座供室内活动的大礼堂，配备设有理化生标准实验室、

图书馆、网络电脑室、多媒体录播室、美术室、音乐室、舞

蹈室、阅览室等功能室。教室内

均配置交互式一体机等多媒体

教学设备，每间教室都配有空

调。其他基础设施配套齐全，有

标准的田径场、篮球场、室内灯

光球场、足球场和羽毛球场等。

学校坚持以办人民满意教育为

目标，全力落实以立德树人根本

要求，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学校先后荣获“全国青少年道德

（图为学校平面图） 

（图为学校大门） 



教育先进单位”、“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全国青少年校园

篮球特色学校”、“湖南

省标准化建设样板校”、

湖南省“1+N"网络联校试点校等多项荣誉。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学校正以“稳中有进、规范提

高、追求卓越”为目标，以创建“三力”（实力教师、魅力

课堂、活力校园）为举措，将学校打造成一所全市乃至全省

的初中名校。 

 

 

 

 

 

 

 

 

 

 

 

 

 



郴州市第九中学简介  

 

   郴州市第九中学创建于 1985年，座落于郴州市燕泉南路

29 号，是一所公办初级中学。学校由东、西两校区组成，现

有 103个教学班、5633 名学

生。校园环境幽雅，设施齐

全，管理科学，教学质量优

秀，特色鲜明，学校先后荣

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

EPD 项目实验学校”“全国

教育科研重点项目重点实

验学校”“全国青少年普法

教育先进单位”“全国啦啦

操实验学校”“湖南省绿色

学校”“湖南省现代教育技

术实验学校”等多项荣誉称号。 

办学理念先进。学校秉承“求真、求实、求精”的校训

精神，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办学理念，致力于实

现“人事和谐、善于合作、充满活力”的办学愿景，形成了

高效和谐的管理特色。 

教学设施完备。学校校园广播网、局域网、电子监控网、

远程教育网覆盖全校，基本实现智能化管理。塑胶田径运动

场、篮球场、心理咨询室、计算机室、录播室、舞蹈室、美

（图为郴州市第九中学东校区） 

（郴州市第九中学西校区） 

https://baike.sogou.com/v110837.htm
https://baike.sogou.com/v2073365.htm
https://baike.sogou.com/v15635.htm
https://baike.sogou.com/v327620.htm
https://baike.sogou.com/v327620.htm


术室、书法室、图书室等

一应俱全。一体机进入每

间教室，班级教学均使用

多媒体，每位教师配备了

笔记本电脑。 

师资力量雄厚。现有

在职教职工 347人，其中特级教师 1 人，正高级教师 1人，

副高级教师 44人，市级以上骨干教师 68人，专任教师中拥

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 5

人，教师素质优良。近三

年来，学校先后承担完成

多项国家级、省级科研课

题，40 余位教师获省、

市教学比武一等奖，400

余篇教育教学论文获国家、 

省、市级荣誉。 

育人特色鲜明。学法养行、阳光体育、思政启智、双语

教学已成为学校闪亮的教育特色。学校连续十年荣获“郴州

市教学质量管理先进单位”，是郴州市初级中学示范学校和

窗口学校。 

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踏着时代铿锵的鼓

点，新时代的九中正向着省级“质量大校、文化名校”的目

标阔步疾行！ 

（图为初三学子百日誓师现场） 

https://baike.sogou.com/v7555715.htm


郴州市北湖实验学校简介 

 

郴州市北湖实验学校始建于 1997年，地处郴州市骆仙

东路 4号，占地 41.6亩，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现

有教学班 111个，学生 6020 人，其中初中 56 个班 3040人，

小学 55个班 2980 人。 

环境优雅，设施齐全。

学校教学、运动、生活三区

分离，布局合理，绿树成荫，

宁静优雅。教学设施先进，

拥有一流的实验室、录播室、

电脑室、多媒体教室、美术

室和音乐室，教室内均配置智能广播系统和多媒体教学设

备。体育设施完善，有规范的塑胶跑道田径场、羽毛球场，

体育器材齐全。  

立德树人，名师荟萃。学校现有教职工 311人，其中高

级教师 38人，一级教师 137人，先后涌现出湖南省师德楷

模李名俊、郴州市教育突出贡献奖获得者黄亚红等一批师德

模范。 

理念先进，管理科学。学校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

积极推行素质教育，确立了 “培养一生幸福的人”的办学

理念，“德才兼备、文武双全、学创俱能、身心两健”的办

（图为学校大门） 



学目标，“以人为本、张扬个性”的办学模式，形成了“求

高崇雅、务实创新”的校风，“祟

德、博学、严谨、进取”的教风，

“乐学、善思、好问、求实”的

学风。学校积极倡导“人性化管

理、发展性管理、自主化管理”

的理念，以精细化管理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大力推行“因

材施教、全面提高”的教学管理办法，教学质效显著提升。

学校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文学社”“全国特色足球学校” 

“全国校园啦啦操推广实施单位”“省文明校园”“省基础

教育示范学校”“省级规范汉字书写教育特色学校”“湖南

省文明卫生先进单位”“湖南省安全文明学校”“湖南省防

震减灾科普示范校”等多项荣誉称号。 

立校之本，意在登高望远；立校之基，志在开拓未来。

北湖实验学校全体师生正秉承“追求卓越、和谐发展”的校

训，朝着办三湘名校的目标豪迈前行。 

 

 

 

 

 

 

（图为学校运动场） 



郴州市增福中学简介 

 

郴州市增福中学创办于 2018

年，位于郴州市高铁片区，是一

所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也是北

湖实验学校教育集团的成员校。

学校规划占地面积共 104 亩，已

完成一期建设（占地面积 40

亩）。 

学校配有高标准、现代化理化生实验室、电脑室、图书

室、阅览室、舞蹈室，每间教室配有多功能一体机、智能广

播系统等。校园绿树成荫，繁花似锦，环境优美，风景秀丽，

身处校园的师生倍感舒心、怡情、励志! 

学校现有教学班 34 个、1700 余人；教师 108名，其中

高级教师 10 人，一级教师 38 人；市、区优秀校领导 2 人、

学科带头人 10人、十佳班主任（教学能手）3人、百佳教师

12 人、师德模范 3 人。 

建校五年来，学校办学成绩显著，先后荣获市、区“平

安校园”“教学常规管理先进单位”“科普校园 e 站示范校”

“教育中心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在历届湖南省集体

（图为学校全貌规划效果图） 



备课大赛中，有 18 个团队获“省一等奖”，26个团队获“省

二等奖”；学校多项课题研究获“市一等奖”。 

怀海纳百川之胸襟，谱教育辉煌之新篇。学校坚持以教

学为中心，以科研为先导，以质量为生命，以育人为根本，

正向着“创新增福、美丽增福、幸福增福”的目标豪迈前行。 

 

 

 

 

 

 

 

 

 

 

 

 

 

 

 

 



 

郴州市第十八中学简介 

 

郴州市第十八中学创办于 1971年，位于郴州市中心城区

国庆北路 28 号，是一所

公办初级中学。学校坚持

“陪你一起成长”的办学

理念，以“质量高、环境

优、有特色”为办学目标，

促进学校内涵式发展。学

校先后荣获“郴州市安全文明学校”、“郴州市平安校园”、

“郴州市教学常规先进管理单位”、“郴州市教学质量进步

奖”、“郴州市停课不停学一等奖”等多项荣誉。 

学校占地 12 亩，拥有

篮球场、羽毛球场、塑胶

跑道等运动场所。教育教

学设备齐全，拥有高标准

的仪器室、实验室、电脑

室、多媒体室、舞蹈室。

学校以传统文化为引领，着力构建文化校园，校园墙上一幅

幅粉刷的国画散发出浓郁的校园文化气息。 

学校现有教学班 44 个，在校学生 2370人，在编在岗教

师 150人。学校坚持“抓常规、兴教研、创特色、提质量”

 （图为广角镜头下的学校大门） 

 （图为校园内景） 



的办学方向，积极为广大教师搭建各种平台，为教师的专业

发展、业务提升创造条件。 

过去已然可喜，未来更加可期。学校正乘着教育改革的

强劲东风，团结一心，开拓进取，顽强拼搏，努力把学校建

设成湘南一流名校。 

 

 

 

 

 

 

 

 

 

 

 

 

 

 

 

 

 



 

郴州市第十九中学简介 

                            

郴州市第十九中学创办于 2015

年，位于郴州市北湖区九子塘路 53

号，是一所九年一贯制的公办学校。

学校秉承“为学生终身发展服务”的

办学理念，崇尚“规范、自律、诚信、    （图为学校大门） 

感恩”的校园精神，以“真·实”为校训，以“树品行、强

体魄、求真知”为育人核心，以“孩子的学习乐园、家长的

称心校园、教师的幸福家园、人才的培育花园”为办学目标，

全面推进学校加快发展，先后荣获“全国足球特色学校”“国

家校园武术段位试点学校”“全国啦啦操实验学校”等称号。 

学校占地 69 亩，建

筑面积约 39 亩，绿化面

积近 15亩，建有高标准

的田径场，拥有书吧、

舞蹈室、跆拳道室、地

理电子室、创客空间室

和各学科实验室等现代化功能室 24 间，教室内安装先进的

一体机多媒体教学设备和网络资源，是学生学习和成才的理

想场所。 

 （图为学校鸟瞰图） 



学校现有 137 个教学班 7600名学生，在编在岗教师 400 余

名，其中研究生学历 7 人，博士在读 2 人，正高级教师 1 人。

建校以来教学教研成绩突出，分别荣获全国性奖励 40 多人

次、省级各项奖励 300多人次，涌现了一大批年轻有为、学

研兼修的市区骨干教师。 

学校推行“经典传诵、

多彩课堂、优秀+特长”

的办学特色，每周一开展

“美劳日”活动，每年开

展“爱心义卖”“千家宴”

“艺术节”“十四岁集体

生日”“毕业感恩礼”  

“入学敬师礼”“体育节”等大型特色德育活动，为学生终

身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郴州市第十九中学将继续砥砺前行，全面推动学校可持

续快速发展，努力把学校打造成郴州市义务教育示范性学

校。 

 

 

 

 

 

 

 （图为学生足球啦啦操现场） 



 

郴州市第九中学岭南分校简介 

 

郴州市九中岭南分校是郴

州市九中教育集团的成员校，

位于北湖区香雪路北侧、骆仙

西路南侧、中铁岭南府旁边，

设计班额 51 个，学位 2550个，

是 2022年创办的一所公办初级

中学。2022年秋季招生七年级 10个班，533 名学生，在编

在岗教师 34 名。 

学校占地面积 32亩，建有教学楼、综合楼、风雨操场、

运动场、地下停车场等，现有师生暂借郴州市九中西校区办

公学习，计划 2023 年 9 月 1日正式投入使用，秋季计划招

生七年级 16 个班，800名学生。 

学校将以郴州市九中的先进教育理念和优质教育资源

为依托，秉持“成长、成人、成才、成功”的办学理念，致

力打造为有文化、高质量、有特色、高品位的现代化名校。 

 

 

（图为学校大门） 

 



 

郴州市骆仙中学简介 

郴州市骆仙中学是

2022年创办的一所义

务教育公办初级中学，

为郴州市九中教育集团

的成员校，目前暂时租

赁民办学校五雅中学校

舍，位于郴州市北湖区

华府路 1 号。 

学校占地约 40亩，拥有教室 65间，可同时容纳 3575

名学生入学。学校拥有高标准的运动场、实验室、电脑室、

图书室等，教室内装有先进的一体机多媒体教学设备、网络

资源、空调等设施设备。2022 年秋季学校招生七年级 10个

班，学生 534人；在编在岗教师 32 人。2023 下期计划招生

七年级 12个班，600 名学生。 

学校将以郴州市九中的先进教育理念和优质教育资源

为依托，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办学理念，致力于

实现“人事和谐、善于合作、充满活力”的办学愿景，努力

把学校打造成全区乃至全市的一流名校！ 

 

（图为学校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