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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商丘讯 近年来，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以下简称示范区）牢固树
立“项目为王”理念，牢牢牵
住项目投资这个“牛鼻子”，
全力以赴做好“投资唱主
角”这篇大文章，坚持以规
划锚定项目、以项目拉动投
资、以投资增添动力，紧盯
央企国企、上市公司、大型
民企、知名外企，牢牢树立
项目就是发展、信息就是机
遇的意识，把握项目最新动
向，锁定目标不放松。

多元化引进项目。示
范区成立了以管委会主任
为组长、分管副主任为副组
长的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
组，坚持“走出去”与“请进
来”相结合，广泛联系示范
区籍知名人士返乡置业，向
重点地区派驻招商专员，建
立了稳固、广阔的招商网

络。
握指成拳抓项目。示

范区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以
示范区党工委书记为组长
的“三个一批”暨开发区高
质量发展攻坚领导小组，强
化处级领导负责制度，实行

“一个项目、一套班子、一名
责任领导、一名直接责任
人”专班负责制，持续抓好
项目工作推进，履行工作职
责，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
力推进项目建设。

突出重点推进度。示
范区主要领导每周召开一
次重点项目推进周例会，听
取各项目指挥长汇报分包
项目建设情况及存在的问
题，及时解决项目建设过程
中存在的困难、瓶颈问题。

优化环境促服务。示
范区坚持重点突破，压实各
级责任，全面推动“三个一

批”项目建设的实施，强化
工作督导和检查，切实加强
组织协调，建立工作台账，
严把工作时限，优化营商环
境，为项目提供一流的服务
保障。同时，全面推行“不
见面”审批服务，逐步推进
落实“容缺预审机制”，实现

“预审结果”到“正式审批”
的快速转换，有效加快了项
目的落地、开工、投产。

“我们持续抓好指挥长
负责制，处级干部任项目指
挥长，全程跟踪服务、动态
管理，提高服务效能，完善
项目台账。同时，加强对全
区项目的巡回观摩，听取项
目建设情况汇报，现场协调
解决存在的问题，积极推进
项目提速增效。”商丘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委书
记王新胜说。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积极推进项目提速增效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商丘日报记者 马晓伟

本报商丘讯 近日，记
者走进夏邑县乡村，映入眼
帘的是数以万计的蔬果大
棚。近年来，夏邑县委、县
政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全面推动乡村产业振
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
态振兴、组织振兴，推动农
业全面升级，带动农村全面
发展，促进农民全面进步。

“夏邑县深入落实‘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严
守耕地保护红线，2022年
粮食种植面积242.2万亩，
粮食总产增幅全市第二，夏
粮单产增幅全市第一，最高
亩产908.9公斤，创商丘市
历史最高纪录。”谈起扛稳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夏邑县
县长李昊说。

夏邑县坚持绿色兴农、
质量兴农、品牌强农，持续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壮大优势特色农业。

该县科学编制县域乡
村布局规划和实用性村庄
建设规划，初步完成23个
乡镇国土空间规划。持续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扎
实推进农村改厕工作，全域
推进农村垃圾治理。依托
28个省级“千万工程”示范
村，启动477个“生态宜居
星”村庄创建工作，打造了
彭楼村“江北水乡”和杨庄
村“江南风情”等一批各具
特色的生态宜居村庄。该
县在2022年第四次农村人
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中进
入河南省前20名。

“深化乡镇管理体制机
制改革，持续优化职能、完
善机制，规范机构设置，基
层活力进一步提升。以‘五
星’支部创建为抓手，选优
配强基层党支部班子，发挥
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乡村
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夏邑
县委书记闫长安说。

夏邑县
发展高效农业 助推乡村振兴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夏天

本报商丘讯 近日，记
者在睢县先进制造业开发
区看到，睢县（昆山）电子信
息产业园、绿草地新能源产
业园、雄富光电产业园等项
目正在紧张有序施工。

“2022年，睢县共实施
重点项目160个，省重点项
目投资完成率153.5%，市重
点 项 目 投 资 完 成 率
136.8%。”睢县先进制造业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刘
克伟说。

“睢县雄富光电产业园
总投资50亿元，项目产品涵
盖智能通信、教育医疗、新
能源等十几个行业。”该项
目负责人杨俊腾介绍，项目
建成运营后，年产值达40亿
元，年纳税2亿元以上，该项
目对于开启睢县电子信息

产业高端化新时代、打造全
国智能设备重要生产基地
具有重大意义。

同时，该县全面落实
“13710”工作机制，采取“早
上‘早餐会’、晚上‘住工
地’，问题不解决、干部不撤
离”方式，强力推进重点项
目建设质量、速度双提升。
睢县重点项目建设综合成
绩位居商丘市第一。

“我们牢固树立‘自己
人’意识，当好‘金牌服务
员’，做好‘店小二’，搞好

‘保姆式’服务，严格落实
‘首席服务官+首席服务员’
制度，先后选派优秀干部
122名，深入企业担任首席
服务员，让企业享受‘零跑
腿’的便利。”睢县先进制造
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招商

服务部部长祝超表示。
该县为每个项目派驻

一名“金牌服务员”，深入开
展“万人助万企”“企业服务
日”活动。紧盯“用地、用工、
融资”等关键要素，在全省率
先推行“标准地+承诺制”，成
功出让“标准地”11宗；为企
业招工13468人；常态化开
展“政银企”对接活动，帮助
企业贷款15.6亿元。

“奋斗永无止境，实干
铸就未来。新的一年，我们
将锚定‘建设富强和美清新
现代化睢县’的奋斗目标，
坚持产业强县，更大力度推
动‘四梁八柱’产业集群，努
力让产业更高端、结构更合
理，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上
再攀新高。”谈及下一步发
展，睢县县长龚学超表示。

睢县

唱好项目谋划“重头戏”
筑牢发展“压舱石”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翟雪静 文图

施工中的江北鞋材物流融合产业园。

本报商丘讯“农业增
效了，农民增收了，‘一村一
品’的产业发展繁荣兴旺；
乡风文明了，乡村富裕了，
五星支部创建的成果把乡
村照亮……”1月13日，永
城市高庄镇车集村举办以

“启航新征程 幸福中国年”
为主题的“村晚”，喜迎新春
佳节的到来。

“这是俺村村民自编自
导自演的节目，是我们自己
的‘村晚’。”60多岁的高庄
镇车集村村民贾永宽自豪
地说，近年来，村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环境美、
设施全，村风正、民心齐，尤

其是花卉产业基地的建立，
更是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
了稳岗就业、增收致富。

据悉，永城市高庄镇
“村晚”采取线下现场录制，
线上网络直播的方式，让全
国的观众朋友们感受永城
市乡村独特的年味。

2023 年，永城市将紧
紧围绕“1267、3510”产业
发展规划，更加坚定文化自
信自强，统筹推进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深入开展文
化惠民工程，以丰富多彩、
寓教于乐的群众性文化活
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

永城市
“村晚”迎新春 年味别样浓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刘佳幸

本报商丘讯 近年来，
柘城县贯彻落实“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始终把稳
定就业放在民生工作的重要
位置，通过成立技工学校、开
展技能竞赛、进行技能认证
等多种方式，高质量推进“人
人持证 技能河南”建设。

“现在我的月工资能达
到1万块钱左右，今年上半
年几乎订满了，2月份的客
户以12000元的月工资订
了3个月，特别感谢政府惠
民利民的好政策。”该县马
集乡闫新村村民吉秀芝说
道。

“2022 年 我 校 培 训
3000人次左右，免费培训
掌握技能以后还免费推荐
就业，一般培训出来的新学
员 月 工 资 会 达 到 5000~
6000元，成熟月嫂会达到
10000元左右，普通家政人
员的年收入可达到5万~7
万元。”商丘市第一高级技工
学校业务校长平艳丽说。

截至目前，柘城县已累
计完成技能培训3万多人
次，完成率164%，新增技能
人才近 15000 人，完成率
100%，新增高技能人才
6000多人，完成率161%。

柘城县
人人持证促就业 技能培训稳增收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任浩宏 蔺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