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县名片

●中国岩盐之都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全国科普示范县

●全国肉类生产百强县

●全国中小企业技能开发工作先进县

●全国养老敬老先进县

●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

●中国中部百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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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肩担重任
奉献铸丰碑

中共叶县县委书记 闫廷瑞
叶县人民政府县长 古 松

风景如画燕山湖风景如画燕山湖

叶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过境较长的县区之一，总干渠叶县段全长 30.25 公里。工程永久用地 6915.98 亩、临时用地
11823.9亩，涉及保安、叶邑、夏李、常村4个乡镇142个村民组。

据统计，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叶县段施工过程中，全县共拆迁房屋2万多平方米，砍伐树木1.6万棵，迁建专线261条，修建连
接道路41条……

勇 于 担 当 看 昆 阳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叶县纪实

本报记者 程道杰 马禄祯 本报通讯员 娄 毅 范长坡 焦 萌

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

举世瞩目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从
源头淅川出发，过方城、经叶县迤逦北上。为
确保一渠清水进京津，叶县县委、县政府带领
全县人民，勇于担当，无私奉献，演绎了一个个
感人至深的故事。

2010 年 7 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叶县段永
久性工程征地启动。时值盛夏，工作人员暴晒
在田间地头，穿梭在暑气蒸人的庄稼地里，测
量、勘定、划线、登记地面附属物，一天工作 10
多个小时。有的同志一天两次中暑倒地，仍不
下“火线”。正是凭着这样的拼搏精神，在短短

的 15 天里，完成了全长 30.25 公里、宽 130 米的
总干渠勘测定界任务。提前 10 天一次性移交
永久用地 6915 亩。

2012年 12月 17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叶县
段临时性用地征迁开始，上级要求在一个月内
完成。此次临时用地 11823.9 亩，数量占平顶山
市的一半。而且设计图纸还没有完全完成，准
备工作虽可以开始，但具体实施还必须等待。
一个星期后，设计图纸才送往在武汉召开的全
国工程相关规划图纸评审会议评审。12月 25日
晚 10 时 20 分，规划图纸签字通过。为争取极为

宝贵的时间，随同前往的叶县移民局副局长宁
建伟拿着规划图，连夜返回叶县。第二天上午 9
时，南水北调总干渠叶县临时用地征迁动员会
召开。书记、县长亲自“督阵”，县乡村层层动员，
12 月 28 日开始，8 天内结束勘界，拉网封闭，仅
水泥预制桩就用了 18000 根。当时正是二九三
九天，水泥桩靠自然晾干凝固来不及，叶县移民
局想出了用蒸汽烘干的方法。2013 年 1 月 12
日，叶县又提前 3 天完成了 11823.9 亩的临时用
地移交任务。土地移交、临时通道、封闭围挡等
工作，在全省 44个县区综合评比中荣获一等奖。

为给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让路，叶县有 140
户群众需要搬迁。尽管县财政比较困难，但
县里仍然先后拿出 1500 多万元，用于对搬迁
群众的奖励和补助。2010 年 12 月，在新村尚
未建成的情况下，搬迁群众为了给施工创造
良好环境，投亲靠友，如期搬出了祖祖辈辈居
住的地方。

搬得出，更要安得住。叶县上下带着对
搬迁群众的深厚感情和长远发展负责的真诚
态度，按照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标准，超前设
计、科学规划，出台了《建房进度奖励办法实
施细则》，对按期或提前建房户，在市里奖励
的基础上，县里又每户奖励 16 吨水泥，极大
地激发了征迁群众的建房热情。而今小集、

石院墙两个新村安置点，已成为当地的新型
社区亮点村，一栋栋农家别墅拔地而起，街道
宽阔整洁，征迁群众彻底告别了昔日的柴瓦
屋，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楼房。被省政府评
为“征迁安置先进县”，被市政府评为“南水北
调征迁安置优秀县”、“南水北调工程征迁先
进单位”。

南水北调考验了叶县人民，也锻炼了叶县
的党员干部。全县上下大力弘扬艰苦奋斗、无
私奉献的“南水北调”精神，促进了经济社会的
健康、快速发展。

从 2009 年至 2012 年的 4 年间，叶县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年居平顶山市第一，财政
收入增长 2.3 倍，综合实力在全省上升 18 个位
次，被评为全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十快县”，连
续两次跻身中国中部百强县。骄人的成绩背
后，是一幅幅热火朝天的建设画面、一段段艰辛
的招商历程、一串串跳动的投资数据……

工业发展突飞猛进。叶县强力实施“工业
强县”战略，着力抓好平顶山化工产业集聚区、

叶县产业集聚区建设，努力破解企业融资难、招
工难和手续办理难“三大难题”，打好集聚区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产业升级和高新技术引
进“四大会战”，积极发挥集聚区的集聚效应，推
动产城一体化进程。据统计，截至 2014 年 6 月
底，叶县产业集聚区累计完成投资达 280 亿元，
实际建成区面积 6.23 平方公里，入驻企业 76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32 家，就业人员 25500
人。平顶山化工产业集聚区已累计完成投资
172.3 亿元，实现就业 13000 人。

现代农业加速推进。叶县基于自然地理条
件和农业生产基础，规划了“两渠三区、众星捧
月”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规划了占地 5 万亩的

盐都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吸引了春畦、盛碧源、
叶鑫源等现代农业产业化企业入驻，带动全县
流转土地达到 21 万亩。同时支持培育各乡镇
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如田庄乡的蔬菜，洪庄杨乡
的金银花种植、食用菌生产，常村镇的万亩核桃
种植，马庄回族乡的清真牛羊肉加工等。

目前，春畦园区成为供港蔬菜基地，田庄
“一年五熟”蔬菜种植模式全市推广，福旺蔬菜
园区成为国家级蔬菜标准园区，全县畜牧业产
值稳居全省前五名，福信林果庄园成为国家级
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叶县成为河南省政府和中
科院共建高产高效现代农业示范县，现代农业
驶入了转型发展、集群发展的快车道。

艰苦奋斗加快产业发展

叶县县城一隅

小麦喜获丰收

整装待发的三轮摩托车

搬迁新村风貌

亚洲最大的食盐配送中心亚洲最大的食盐配送中心

如期搬迁展现责任担当

土地征用彰显奉献精神
回顾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的 5 年历程，

作为参与者、见证者，一路走来，既有工作的艰
辛，也有成功的喜悦。5 年来，叶县党员干部群
众经受了考验、锤炼了意志，啃下了硬骨头、打
下了攻坚仗——6915.98 亩永久性用地率先移
交、11823.9亩临时用地提前交付、151条各类专
项线路全部在规定时间内拆建完毕……在省
移民工作领导小组两次阶段性督察中，荣获一
等奖，被省政府评为“征迁安置先进县”，被平
顶山市政府评为“南水北调征迁安置优秀县”，
这些成绩的取得，靠的是盐都儿女的不辱使
命，靠的是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

使命，考验盐都儿女。干渠从叶县穿境而
过,既是党和国家赋予叶县的重要使命，也是促
进我县经济发展的一次难得机遇。涉及的 4个
乡镇、61 个行政村 104 户移民，为给这条“希望
之河”让路，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故土，这放
在谁身上都是一种痛，一种割舍。然而，顾全
大局的盐都儿女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舍小家为
国家，毅然拖家带口离故土，远迁他乡建家
园。勤劳淳朴的叶县人民无愧于党和国家的
信任，无愧于养育自己的这片热土。

责任，彰显为民情怀。承载历史沧桑的昆
阳大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铸造世纪伟业的荣
耀与辉煌。在这荣誉背后，凝聚着叶县党员干
部的心血和汗水，见证着他们的党性和责任。

“把群众当父母，视移民为亲人”。这是叶县党
员干部的共同心声。故土难离，老屋难舍。为
赢得移民乡亲的满意，叶县党员干部再苦不言
苦，再累不叫累，以身作则，干在前头，“五加
二、白加黑”，付出了大量心血汗水，写下了无
数感人篇章！面对征迁安置的艰巨任务，他们
吃住在村，进农家、蹲地头，与群众拉家常、交
朋友，用真心感动群众、用信心战胜困难，交出
了一份无愧于党和人民的答卷。

担当，锤炼党员干部。如果问，叶县在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中能打胜仗有什么“秘
诀”的话？那就是我们拥有一支敢于担当的党
员干部队伍。县委、县政府坚持把推进征迁安
置、服务工程建设作为检验党员干部能力素质
的“主考场”，作为提升党员干部为民服务和创
先争优的“练兵场”，把一大批能力强、业绩优、
干劲足、威性高的党员干部选调到项目建设主
战场进行实践锻炼，注重在工程建设中看干部
的能力、品质，大力选拔那些敢于面对矛盾、勇
于解决难题的一线优秀干部。2010 年以来，涉
及征迁安置的 4个乡镇党委书记均被提拔为副
县级干部，提拔重用科级以下干部 20 多名，38
名优秀农村青年被吸收入党，树立了凭实绩、
凭德才的良好用人导向。

盐都儿女的贡献和牺牲、情怀与担当，将
永远镌刻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这座历史的丰
碑上！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叶县坚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努力增进人
民福祉。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2013 年，编制完成了
昆北新城总规、叶县产业集聚区控制性详规、城
区西片区控制性详规、叶县县域村镇体系规划，
以及龚店、常村、洪庄杨、任店、夏李等乡镇镇区
控制性详规。投资 8100 万元完成了迎宾大道改
造、叶鲁路城区段大修和农行路、建设路等城区
道路建设；投资 1.88 亿元完成了平桐路、叶邓
路、时南线叶县段大修改造；投资 3255 万元完成

9 条、23.1 公里县乡村道路及 6 座桥梁建设，投资
4200 万元完成澧河桥加固一期工程。创建省级
生态乡镇 1 个、省级生态村 5 个、市级生态村 7
个。同时，大力倡导并积极推进村镇一体化，任
店、常村被确定为全国重点镇，龙泉村被确定为
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试点。

民生保障持续加强。仅去年以来，该县已投
资 4500 多万元，对 66 所学校的基础设施进行了
完善。拨付教育公用经费、义务教育贫困寄宿生
补助金、高中阶段贫困生补助金 7600多万元。建
成了县体育馆和 3 个乡镇级、34 个村级体育建设

工程。投资 1.5 亿元的县医院病房楼主体完工，
投资 250 万元改造的 2 个乡镇卫生院已投入使
用。完成偏远山区 111个村广播电视“村村通”工
程。城乡居民养老参保率达 97%。城乡低保标
准分别提高到每月 200 元、100 元，为近 4.6 万名
低保对象发放低保金 7200多万元。五保集中、分
散供养标准分别提高到 3500 万元、2220 元，为
5200 多名五保对象发放供养金 1200 多万元。经
济适用房新宇小区 10栋住宅楼主体完工，西湖花
园、健康花园、同丰家园等棚户区改造项目全部
竣工，完成了 800户农村危房改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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