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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中线行之南水北调中线行之宛城宛城故事故事

沟通四大流域（长江、淮河、黄河、海
河），全长 1277 公里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如
期竣工了，这一举世瞩目的世纪工程，凝聚
了沿线干部群众的心血和汗水。宛城区作
为这一工程的参与者，也做出了我们应有的
贡献。回首从移民迁安到干渠竣工的日日
夜夜，一个个精彩感人故事的背后，都体现
着一种精神，这就是担当。

无数次的经验证明，面对困难，只要万
众一心，勇于担当，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宛城人也在这一次次的担当中创造出了辉
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迁安工作，宛城
区承担着 1338 户 5187 人的迁安任务，时间
紧，任务重，我们没有怨言，没有犹豫，只有
担当，提出了“顾全区之力，集全民之智，做
好移民迁安工作”的口号。全区上下统一思
想，倒排工期，加压增责，坚持“工作推进一
步，时间推前一天”的原则。区直各职能部
门组成工作组，进驻 6 个安置点，确保安置
房建设的质量和工期。从安置房建设、移民
搬迁、分地到户，一直到后期的帮扶，我们始
终把移民当亲人，真正让移民能安居、能致
富。宛城区荣获河南省移民安置工作县级
优秀先进单位。

南水北调中线干渠虽然在宛城区只有
2.4公里长，但我们丝毫没有放松要求，严格
按规划种植各种名贵树木 42180 株，关停、
搬迁养殖场 23家，确保一渠清水送京津。

第七届全国农民运动会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南阳市承办的最高规格的体育盛会，宛
城区作为农运会主场馆所在地，承担着场馆
及道路建设用地的土地征迁工作，面对这一
艰巨的任务，宛城人提出了“只为成功想办
法，不为困难找理由”的服务农运会“争迎”
精神。全区上下团结一心，先后拆除各类建
筑 550 万平方米，涉迁居民 1.2 万户 5 万人，
为农运会提供土地 7000 亩。如今的南阳市
东北分区，高楼鳞次栉比，道路四通八达，鲜
花四季盛开，场馆游人如织，成为南阳市民
居住、休闲、健身的首选之地。

建设绿色南阳的重任又一次落在宛城
人肩上。今天，内河治理的号角已经吹响，
南阳市的决策者们又启动了一项造福市民
的重大工程。宛城区位于中心城区，温凉河
整治工程全长 7.28公里，其中宛城区段工程
全长 6.18 公里，需征迁 7000 户居民，约 130
万平方米，占温凉河全段征迁工作的 90%以
上，又一个严峻的考验摆在宛城人面前。面
对这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惠民工程，宛
城人再一次选择了担当，我们成立了温凉河
整治指挥部，领导带头，全民参与，确保这一
战役的胜利。

回首往事，我们问心无愧；展望未来，
我们信心百倍。只要广大党员、干部勇于
担当，全区人民团结协作，宛城区的明天必
将更加美好，必将在建设大美南阳、活力南
阳、幸福南阳中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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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工程从这里穿境而过

统 筹 程道杰 梁海磊

编 辑 王恒昀

美 编 刘 竞 张焱莉

摄 影 李少波

宛城区历史悠久，名人辈出，文化积淀厚重。全区列入国家、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达68处。有国家唯一保存完整、规制
完备的知府衙门——南阳府衙，有纪念医学家张仲景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医圣祠，有全国道教四大丛林之一——玄妙
观。一代商圣范蠡、医圣张仲景、汉光武帝刘秀、三国蜀汉大将黄忠，都从这里诞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如今，宛城儿
女正以昂扬奋发的新风貌谱写着改革和发展的新篇章。

2014 年 2 月，“南阳万亩绿色蔬菜进京科技
示范工程”项目顺利落户宛城。确定该区进京蔬
菜 1.5万亩，涉及土豆、胡萝卜、甘蓝等。这是宛
城区推动生态农业建设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

近年来，宛城区把生态农业建设放在突出地
位，大力探索循环农业经济带，推进高标准永久
性良田建设，发展都市生态农业，加快传统农业
向现代高效农业的转变，实现了农业持续发展和
农民稳步增收。2013年，全区第一产业增加值、
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 25.1亿元、10235元，同
比分别增长 3.6%、12%。

生态经济带助推“绿色崛起”。为实现人与自
然的和谐发展，破解传统农业带来的环境污染、生
态破坏等问题，该区强力发展生态农业，实现“绿
色崛起”。因地制宜，先后辟出以白河、白桐干渠
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区域为主的“三带五
区”，实现了生态环境健康发展与农民增收共赢。
在黄台岗镇、瓦店镇、溧河乡等白河沿线区域，利
用南阳天冠集团产生的沼液、沼渣作有机肥，依托
黄台岗镇众森林业合作社、南阳豫花园公司等企
业，规划发展了林地下套种中药材 3万亩，花卉种
植 2万亩，打造了“沼渣—林下套药—花卉”循环
农业经济带。在汉冢乡、金华乡、茶庵乡、黄台岗
镇等白桐干渠沿线区域，依托南阳天河食用菌公
司、金阳光水产养殖合作社、景园合作社等企业，
规划发展了规模畜牧饲养场 200多个，鱼塘 100多

个，食用菌 3000余亩，有机蔬菜 3万余亩，打造了
“牧—沼—菌—鱼”、“牧—沼—菜”有机农业经济
带。在红泥湾镇、高庙乡、茶庵乡、汉冢乡等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沿线区域，依托河南省安而食品科
技公司、河南龙道生态农业科技公司、天冠集团等
企业，规划发展了无公害蔬菜 30余万亩，有机蔬
菜 2万余亩，规模养猪场 50多个，利用天冠沼渣，
打造了“粮—猪—沼—菜”绿色农业经济带。

高标准粮田树立高产“标杆”。近年来，宛城
区加快实施高标准粮田“百千万”工程，集中打造
30万亩高标准永久性粮田，共涉及宛城区汉冢、茶
庵、高庙、金华 4个乡 18.59万亩示范区建设，提升
粮食主产区建设水平。建立涉农项目整合投入机
制，集中水利、农综开发、土地整理等涉农项目资
金 9000多万元，集中投入，连片开发。推广吨粮
田集成技术，实现田网、渠网、路网、林网、电网“五
网”配套和农田排灌能力、土壤培肥能力、农机作
业能力“三力”提升。实施配肥工程，推进技术入
户、配方施肥到田。以农机合作社为主体，推进土
地流转，促进适度规模经营，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
平达到 78%以上。按照 300亩一个网格的标准，
完善提高标准粮田示范区农田林网建设，实现农
田林网全覆盖。

如今，走在宛城区高标准粮田建设示范区，
我们欣喜地看到，新打的机井越来越多，田间道
路笔直平坦，电力配套和农技、农机更加完善，高

标准粮田示范区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
2014年宛城区小麦实现总产 2.62亿公斤，实

现十一连增，最高单产达到 730公斤。
休闲农业打造南阳“后花园”。宛城四季美

如画。春花鲜艳，黄台岗的万亩梨花蜂飞蝶舞游
人醉；夏果累累，溧河的有机桃园采摘者络绎不
绝；丹桂飘香，瓦店“豫花园”游人如织；红梅傲
雪，白河两岸市民健身赏雪流连忘返。

该区高度重视特色种植业、设施园艺业、生
态休闲业的发展，如今的宛城，已经规划建设成
了一批具有综合功能的设施农业园区。白桐干
渠沿线重点发展水产养殖、特色种植、休闲垂钓，
南新路沿线重点发展蔬菜、林果采摘，白河沿线
重点发展休闲娱乐业。初步形成了瓦店镇豫花
园、瀚花园、汉冢乡生态园、金光大道无公害水产
养殖基地、茶庵乡袁黄庄无公害蔬菜基地、葡萄
采摘园等一批都市生态景点。同时按照“基地园
区化、园区生态化”的思路，推动休闲观光农业生
产、生活、生态功能“三位一体”协调发展，促进农
业与二三产业高效融合发展。黄台岗镇生态林
基地，发展速生林 1.5 万亩，集中发展林下套种
1200亩，主要种植牡丹、白芍、红花等 7个喜荫品
种，夏季花开遍野，是个休闲的好去处。茶庵乡
葡萄采摘园，涉及袁黄庄、周庙，占地 200 亩，主
要发展高档采摘，生产草莓味、牛奶味等多种口
味葡萄，成为市民采摘游玩的新景点。

城乡一体比翼飞，生态宛城美如画
□本报记者 李 铮 本报通讯员 张庆元 袁永强 潘秋君

绿色农业夯实宛城发展基础

宛城区位于南阳市中心，脱胎于原南阳县，
1994年设置，辖 8个乡镇、4个街道，国土面积 662
平方公里，耕地 68万亩，总人口 56.87万，其中农
业人口 30.12万，是一个城乡兼具的大区。该区
是全国粮食主产区、第七届全国农运会场馆、道

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
区，全国新能源高技术产业基地核心区。

城乡一体比翼飞，生态宛城美如画。近年
来，宛城区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以生态宛城
建设为核心，扎实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生态工

业实现转型跨越，特色农业持续健康发展，各项
社会事业协调并进，城乡活力迸发，人民安居乐
业。行走宛城大地，天蓝、水清、岸绿的城乡美
景如画卷般徐徐展开，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精
神风貌扑面而来。

小城镇建设展风采——宛城区的红泥湾镇

生态宜居文明和谐新宛城

高标准良田喜获丰收

绿色蔬菜畅销市场

生态工业挺起宛城发展“脊梁”
位于宛城区的新能源产业集聚区坐落在风景

秀丽的白河南岸，集聚区内道路宽阔平坦、四通八
达，路两边绿树成荫、鲜花吐艳，“国家新能源高技
术产业基地”、“河南省生物高技术产业基地”两块
金字招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一座环境优美、功能
完善的产业新城已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

工业是宛城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新能源
产业集聚区的前身是南阳生态工业园区，该园区
是南阳市建成较早、基础较完善的园区之一。该
区以打响“国家级新能源产业基地”、建设“中原新
能谷”为目标，注重规划先行，坚守环保标尺，突出
产城互动，加快科技创新，集聚区建设呈现出全面
提速增效、转型升级、跨越发展的良好势头。

注重规划先行，壮大主导产业。该区由南京
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南阳市规划设计院和
河南省城乡建设规划设计院编制完成了集聚区
总体发展规划、空间发展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
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2013 年又聘请省社科院
帮助编制了集聚区主导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围绕
生物质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农副产品精深
加工两大主导产业，确定了新能源、新能源装备
制造和光电印刷新材料“一主两辅”主导产业发
展战略规划。同时实施“龙腾计划”和“小巨人”
培育计划，产业体系从“点”到“链”，产业链条由
短到长，企业由散到聚，建成了生物质新能源、光
电新材料、新能源输变电装备制造三个年产值超

百亿元的产业集群。中国航天、首钢控股、华润
集团、中国平安等先后入驻集聚区，在生物质能
源、太阳能发电设备、风能、蓄能电池等领域开展
全面合作，产业发展空间不断拓展。

坚守环保标尺，首选优质项目。在项目引入
上，该区坚持“三不引”、“三优选”，即不引有污
染、不节地、资源利用率低的项目，优选环保型、
节地型和资源利用型企业。尤其对重污染项目，
不管其经济效益有多高，坚决不予审批；对政策
允许，但对白河水质有影响的，则动员其另选厂
址，否则予以否决。据统计，最近几年，因环保不
过关而被否决或另选厂址的项目就达 10 余家，
涉及投资额 5亿多元，关停、拆迁企业 33家。同
时，该区开展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沿线环境综
合整治、“保护母亲河”等专项行动,取缔关闭或
搬迁畜禽饲养场 23家,拆除无证废旧塑料加工厂
10 家,安全合规处置危废 5 吨。目前，该区引进
的所有项目中，全部都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发
展前景好的项目，其中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
高的项目占 95%以上。

突出产城互动，加快科技创新。该区不断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环境
优美、产城一体的原则，使产业集聚区达到“六网
配套”和企业园林化、集聚区低碳生态化、产城一
体化“三化标准”。累计投资 40亿元，陆续修建了
伏牛路、纬十路、经一路、雪枫路、纬八路等工程，

基本实现了集聚区内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全覆
盖。按照“四季常青、三季有花、两季有果”的设计
方案，栽植绿化苗木 1000多万株，形成了六大纵
横绿色走廊，所有新修道路全部使用了新型太阳
能 LED节能路灯。新建了白河南污水处理厂、医
专二附院、城东变电站、自来水加压站等一批重点
基础设施，实施迁村并点和职工安置工程，已建成
企业职工公寓 60 万平方米、安置就业 4.2 万人。
率先在南阳地级城市建成了天冠国家级车用生物
燃料技术重点实验室，支持企业建成了 3家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4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以及 7个
省级研发中心。拥有国际知名品牌华光、天冠、娃
哈哈、CNE防爆电机风机等 5个，国家级、省部级
科研成果 287 项，有效专利 181 项、有效发明 31
项，多项成果在全国同行业推广。

生态工业不仅挺起宛城发展“脊梁”，而且成
为促进区域经济迅速膨胀的强力引擎。集聚区在
去年实施 33个工业项目基础上，2014年计划再实
施工业项目 40个，总投资 162亿元。目前，集聚区
已入驻企业 2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53家，天
冠、二胶、天羽、娃哈哈、嘉鹏等一大批骨干龙头企
业发展势头迅猛。集聚区在 2012年获得了“河南
省先进产业集聚区”的基础上，2013年再次获得
了“全省十先产业集聚区”、“南阳市先进产业集
聚区”和“南阳市上大招大引强先进产业集聚区”
荣誉，并进入全省一星级产业集聚区。

——写在南水北调试通水之际

使命·责任·担当

新能源产业集聚区生机勃勃新能源产业集聚区生机勃勃生态宜居
看宛城

中共宛城区委书记 刘中青
宛城区人民政府区长 孙云飞

●商圣范蠡故里

●汉代冶铁遗址

●全国粮食主产区

●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区

●全国新能源高技术产业基地核心区

●第七届全国农运会田径赛事优秀组织奖

●河南省建筑之乡

●河南省林业生产模范区

●河南省食品工业强区、畜牧强区

●河南省移民安置优秀县市区

●河南省信访工作先进县市区

●河南省爱国拥军模范单位

●河南省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先进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