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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强支撑

“小小潢川县，几家小门店；地
上无工厂，地下无矿藏”，是潢川作
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县、经济欠发达
县的真实历史写照。全县有97万亩
耕地，地肥水丰，为发展农业生产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潢川县县长兰恩民对记者说：
“多年来，我们坚持用工业化的理念
经营农业，用产业化的要求发展农
业，走以农业产业化带动农区工业
化、推进城镇化的内生性发展的路
子，引导生产要素向骨干企业集中，
实现了工农双赢、‘三化’联动、城乡
统筹的‘龙型经济’，挺起了县域经
济发展的‘脊梁’，潢川县也因此被
确定为全省六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之一。”

潢川立足农产品资源优势，按
照“强龙头、建基地、壮规模、带农
户、创品牌”的思路，围绕优势产
业、优势企业谋划新项目，着力打
造大集团和产业集群，提高产业集
中度，推进产业优化升级。经过多
年培育，形成了“鸭花鳖猪粉菌茶，
外加一只小龙虾”的八大特色产业
集群。

目前，全县花木面积达 30万
亩，有园林花木公司160多家，花木
从业人员10多万人，园林绿化工程
遍布全国各省，年承揽园林绿化工
程100多亿元，成为全国著名花木
之乡。“潢川金桂”成为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全县禽类饲养量超过

1.4亿只，牲畜饲养量达175万头。
建有万亩生态甲鱼养殖基地、万亩
中华绒螯蟹养殖基地，全县水产品
总产量达 4500万公斤，甲鱼产量
300万公斤。

近年来，小龙虾产业更是异军
突起，迅猛发展，养殖面积从2016
年年底不足两万亩，发展到现在近
20万亩，成功组建“国家淡水渔业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武汉）稻渔综合种
养分中心”，成为淮河龙虾养殖规模
第一县。

全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
到105家，其中国家级2家、省级13
家、市级36家，各类农业产业化经
营组织发展达972个，带动农户10
万户。潢川县也先后荣获中国优
质糯米粉之乡、全国食品工业强
县、全国生态建设示范县、全国粮
食生产先进县、全国著名花木之
乡、全国畜牧大县、国家级鸭肉质
量安全示范区、全国重点产茶县、
全省渔业重点县、全省生猪出口基
地县等荣誉称号。

狠抓优质农产品基地和品牌建
设，打造和培育了“华英鸭”“黄国
粉”“黄岗中华鳖”等多个特色农产
品品牌。“潢川金桂”“潢川甲鱼”、空
心贡面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全县农产品已荣获国家驰名商
标2个、中国名牌2个、国家绿色认
证6个、无公害认证21个。

在扶贫攻坚工作中，该县以重
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引领，延
伸“公司+基地+贫困户”的链条，发

水城花乡新光州 万紫千红扑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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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潢川，水城花乡扑面而来：小潢河两岸高楼林立，风光旖旎，花香阵阵；产业集聚区内，机器轰鸣，产业蓬勃兴盛；无论城乡，移步换景，
大小广场人们踏歌起舞，舞动幸福生活……

改革开放40年来，潢川人民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实现美丽“蝶变”，谱写了一曲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精彩华章：截至2017年底，全县实现
生产总值243.62亿元，是改革开放之初的168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6.08亿元，是改革开放之初的52倍；全年社会消费品总额106.4亿
元，是改革开放之初的138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5509元，是改革开放之初的147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12656元，是改革开放之初的
73倍；城区面积从改革开放之初的7平方公里发展到45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到了50.13%，成为全省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四大样本”之一。

展“订单农业”，做足八大产业扶贫
大文章：“脱贫致富不用愁，养鸭一
年盖洋楼”的鸭产业、“一花独秀富
一方”的花木产业、“养猪是个好门
路，产业扶贫帮致富”的生猪产业、

“小小龙虾、带富千家”的小龙虾产
业、“淮南茶、光州上，脱贫致富有希
望”的茶产业、“一‘糯’千金‘粘’万
家”的糯米粉产业、“小小菌菇棒、致
富有保障”的食用菌产业、“空心贡
面、实心扶贫”的贡面产业，将贫困
户纳入产业发展中来。

由于八大产业覆盖面广，辐射
带动能力强，大大激活并增强贫困
户“造血”功能，放大了产业集群增
加就业、带动脱贫的效应，走出了一
个利于产业发展、企业获利、贫困农
民增收脱贫的新路子，激活了精准
扶贫的“一池春水”。2014年以来，
全县累计实现40个贫困村整体脱
贫，12745户贫困户53943人稳定脱
贫。

“发挥资源优势，培育壮大龙头
企业，拉长产业链条，扩大产业规
模，是潢川打好脱贫攻坚战的雄厚
经济基础，也是全县当前最大的民
生工程，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共挑一
副担，克难攻坚，确保如期脱贫摘
帽。”县委书记赵亮如是说。

产业集聚助融合

以产业集聚区建设为平台，围
绕“四集一转”的功能定位，大力实
施“一区两园”功能提升工程，打造
产业发展载体，让工业从“小作坊”
发展到“大集聚”。

探索形成了“一区两园”模式，
建成区面积达到13.7平方公里，初
步形成了禽肉制品、粮油加工、生
物医药、服装纺织四大产业集群，
入驻企业 124 家，带动就业 4.2 万
人，潢川县产业集聚区成为全省一
星级产业集聚区，潢川开发区产业
集聚区成为全省“十快”产业集聚
区。

禽肉制品产业打造了以华英集
团为龙头的畜禽加工、以豫鸣为龙
头的猪肉制品加工和以宝树水产为
龙头的水产品加工三大产业集群，

“世界鸭王”华英集团2017年实现产
值117亿元。

粮油加工产业形成了完整的产
业链条。黄国粮业自主研制的糯米
粉标准成为国家标准，在全国发起
成立“糯稻加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成为全国糯米粉行业的领军
者。

生物医药产业以河南甾体、庆
宇药业、鹏升生物、宜霖生物科技为
龙头，逐步形成了生物医药、医药医
疗器械生产、物流产业链等产业集
群。

服装纺织产业形成了以华英为
龙头的羽绒生产、以荣丰纺织为龙
头的纺织加工和以明地一族为龙头
的服装生产全产业链体系。华英新
塘羽绒是全国最大的羽绒生产企
业。全县现有上市企业达到5家，省
重点上市后备企业6家，新三板后备
企业8家，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
展示企业17家。

建管并重求突破

围绕“城市建成区面积达60平
方公里，常住人口超60万人”的“双
六十”发展目标，锁定“水城花乡”特
色，持续拉大城市框架，不断提升城
市品位，聚力打造豫东南区域性中
心城市。

潢川因小潢河而得名，因花木
而闻名。该县围绕“水城花乡，秀美
潢川”这一定位，不断提升城市品
位，坚持以水兴城、以水润城。结合
小潢河综合整治，先后组织实施沿
岸三期治理工程，高标准打造沿河
10公里生态和文化景观带。

以G106、G312潢川城区段改
线和京九大道、中轴大道建设为骨
架，加快推进开发区、产业集聚区、
商务中心区、老城区、万亩花木生态
区、黄国故城文化旅游区对接发展，
启动了商务中心区建设，全面贯通
京九大道，加快推进潢河二期、三期
工程，实施京九大桥、彩虹桥、潢河
三桥、G106潢河桥四桥建设，加大
老城区保护和组团式、功能式改造
力度，加快中心城区与开发区、产业
集聚区“三区”融合发展，初步形成
了中心城市框架，实现了产城互动，
拓展了城市空间，增强了承载能力，
成功创建省级园林城市和省级文明
县城。

投资近5亿元建设“引泼入潢”
安全饮水工程，将彻底解决城区40
多万人的饮水问题；投资9670万元，
实施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改建新
建，改造城区供水管网2.1公里，铺
设排污管网17公里，宜居潢川，越变
越美。

城乡一体谋振兴

潢川县坚持推进城乡一体化统
筹发展，注重培育特色乡镇，引导农
民逐步向城镇集聚。

近年来，潢川县把美丽乡村建
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富强、宜
居、和谐、生态、活力“五个潢川”建
设重要目标的系统工程全力推进，
坚持把项目向农村集中，资金向美
丽乡村倾斜。2014年以来，全县财
政投入专项资金达1.3亿元，整合涉
农资金投入3.9亿元，社会帮扶和农
民自主投入10多亿元，汇聚而来的
各方资源，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
强大动力。潢川先后创建环境整治
达标村117个，形成以付店镇晏庄
村、仁和镇连岗村、白店乡龚营村、
双柳树镇张营村、魏岗乡高楼村、桃
林镇桃林村为中心的“六个示范片
区”。

在仁和、桃林、来龙等乡镇，大
力发展各类专业市场，建设商贸流
通重镇；在卜塔集、白店等乡镇，大
力发展花木产业，打造特色产业乡
镇；在隆古乡加快建设黄国历史文
化旅游区，发展历史人文游，建设文
化旅游乡镇；特别是双柳树镇围绕
建设“10平方公里城区和8万人规
模”的发展目标，投资1亿元实施白
露湾综合整治工程，着力打造新型
城镇，使之成为居住环境优美、功能
完备的小城市。

通过完善设施畅通“血管”、政府
兜底市场运作等方式，加强推进村
村通公交工程，加快城乡一体化进
程。目前，已经构筑起城乡相连、镇
村相接、无缝隙覆盖、零距离换乘的

“对外快速融入、内部紧密衔接”的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形成了以乡镇
为单元、以行政村为节点，覆盖全县
272个行政村的通村客运网络，线路
总里程达1294公里，日运营164个
班次，畅通了道路客运“毛细血管”，
最大限度地满足全县50万农村居民
出行、学生上下学等乘车需求，摸索
出了“四好农村路（建好、管好、护
好、运营好）”中“运营好”的新路子，
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受到了各级党
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被
誉为河南“四好农村路”建设的“潢
川样本”。

大爱潢川放溢彩

充分利用“道德讲堂”“百姓大舞
台”“文艺下乡”等载体，广泛开展丰
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不断提升城乡居
民整体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本土文化不断彰显，黄姓文化、
黄国文化、花卉文化、羽饰文化等本
土文化品牌在世界扬了名。文艺精
品迭出，《鼓娃闹花乡》《火绫子》《锣
鼓闹秧》《茶花》《秧田里的小脚丫》
等，在全国获了奖;潢川县广场舞队
节目《八月桂花遍地开》代表河南省
进京展演;非遗文化精品《十八番》代
表河南赴澳门展演。

大爱潢川道德之乡，好人频出闪
耀神州。“德耀中国”“感动中原”等
光荣册上,屡屡记录下潢川人的名
字:黄久生荣获全国道德模范,胡阳
海、黄春刚成为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获得者,李建丽家庭荣获“全国五
好文明家庭”，张雷、刘德兵、刘祥国
等9人荣登“中国好人榜”，100多名
潢川“好人典型”受到省、市表彰，形
成了备受社会瞩目的“潢川好人现
象”。

志愿服务活动形成规模，潢川县
已建立起覆盖县乡村三级志愿服务
组织体系，注册各类志愿者 8万多
名。从农村到城市，从点滴服务到重
大活动，每一个志愿者恰似一颗颗文
明的种子，向社会播撒爱心，传递文
明，为潢川注入越来越多的关爱和温
暖，成为融入潢川城市的血脉基因，
实现了“潢川好人”到“好人潢川”的
嬗变，形成了“大爱潢川、志愿之城”
靓丽城市品牌。

如今，潢川迎来最好的历史发展
机遇期，国家大别山片区扶贫开发规
划将潢川作为鄂豫皖三省交界区域
性中心城市，潢川被纳入国务院批复
的淮河生态经济带，潢川作为全省6
个最具区域影响力的中等城市来培
育，信阳确定潢川为信阳市区域副中
心城市，大力支持潢川经济开发区创
建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聚力打
造为全市加快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区
域发展的战略支点。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在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吹拂下，

潢川一定会迎来光辉灿烂的明天！

潢川县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黄久生在敬老院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完善，村民办起春晚来。

《丰收乐》进京演出

闲游画中，安居乐业的村民。

水城花乡

沿河晨曲

潢川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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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 宜居福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