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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做精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的思路，
新乡县立足发展方式转变，不断加快经济结构调
整，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和效益。一二三产比重为7.2∶80.5∶12.3。

工业主导地位突出。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
新乡县工业已形成以生物新医药、现代纸业、机
械制造、精细化工等支柱产业为主导，以振动机
械、铜材加工、封头锻件、过滤分离等产业为特
色，以心连心、新亚、华星、新谊等重点企业为支
撑的工业经济发展新格局。

现有工业企业 800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34 家，其中 15 家企业被列入市重点企业。心
连心化肥进入省百强企业，是全国首家在新加
坡和我国香港两地上市的化肥企业，新谊集团
核心企业凯宝药业在创业板成功上市。太行振
动是全国振动行业的龙头企业，新亚集团是全
省最大的造纸企业。“心连心”化肥、“威猛”振动
筛荣获国家驰名商标，全县拥有省著名商标 29

个，近两年新乡县专利申请授权均进入全省前
十强。2014 年 1 至 9 月份，全县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达到 113 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的 1/6，占全县 GDP 的 70%；高新技术企业
总数 10 家，增加值达到 22 亿元，占规模工业增
加值比重达到 20%；四大支柱产业和 15 家市
重点企业增加值分别完成 84.1 亿元和 79.9 亿
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到 74%
和 71%。

现代农业特征明显。历史上新乡县曾以粮
棉稳产高产著称，近年来新乡县现代农业发展加
快，主要呈现“六化”特征：一是种植业种子化。新
乡县是农业部确定的全国优质小麦基地县。全
县小麦种子繁育田面积20万亩，占全县麦播面积
的 72%。现有种子经营企业 12 家，年经销种子
6000万公斤。二是畜牧饲养规模化。2014年 1至
9 月份，全县畜牧业产值达 6.3 亿元，占农业总产
值的比重达到 32%，规模养殖占全县畜牧业产值

的比重达到 85%；三是农业生产生态化。2014
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2.3%，无公害农产品和产地
认证总数达到40个；四是农业经营产业化。全县
列入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5家，市级龙头企
业 22 家，共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245 家，辐射
带动农户 7万户；五是农民收入非农化。全县有
80%的农村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六是农业支撑
科技化。中国农科院总投资 13.2 亿元的新乡万
亩试验基地一期已基本建成。

服务业方兴未艾。以发展新兴服务业为重
点，积极引进电子商务、网络营销、连锁经营等
新兴服务业；以发展文化旅游为重点，加快实施
京华旅游创意中心、健康养生服务中心等项目，
改造提升京华园景区，打造集文化、艺术、康体
养生娱乐于一体的城市休闲地带；以提升综合
商务服务功能为重点，推进现代家居商贸城、移
动信息服务中心等项目建设，提升综合服务功
能，打造新型城市综合体。

群 星 闪 耀 新 乡 县 ，丹 水 滋 润 更 璀 璨
□本报记者 李虎成 本报通讯员 魏国武 赵同增

丹江送福来，清水传捷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在即，《2014中国名村影响力综合排名研究评价报告》在第十四届全国“村长”论坛新鲜出炉，新乡县
刘庄村、京华村、龙泉村分居第39位、51位、149位，在全省入选的17个村中排名靠前，数量也是全省第一！

有名村是因为有名人，新中国成立以来，新乡县不仅出现了史来贺、刘志华、史世领、梁修昌等全国知名的先进模范，也涌现了张泽桥、杜天贞、宋敬志、
王桂凤等一大批扎根基层、带领群众致富的先进典型，形成独特的先进群体现象，可谓“群星璀璨”！正是这些熠熠闪耀的“群星”，给新乡县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也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让新乡县充满了活力和后劲！

甘甜的丹江水奔流而来，将浇灌这块红色的英雄土地，滋润人们的心田、融入新乡县的血液，也带来了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丹江精神”——“丹江精
神”在孕育新乡先进群体的这片热土、沃土上，必将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让新乡县发展得更快速、更健康！

●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和示范县
●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
●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县
●国家知识产权强县试点县
●河南省经济管理扩权县
●对外开放重点县和先进县
●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
●新农村建设示范县
●平安建设先进县
●金融创新示范县
●2014河南国家级重点开发区域

近年来，新乡县按照“产城融合、产城一体”
的建设理念和“四集一转”的总体要求，规划建
设了新乡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和七里营专业园
区、古固寨专业园区、大召营过滤与分离产业园
区三个专业园区。今年以来，按照新乡市专业
园区分类管理的精神，心连心现代煤化工循环
经济产业园成为市级专业园区，七里营生物医
药产业园并入新乡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

目前，新乡县“一区三园”总规划面积 41.43
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达 30.9 平方公里。其中，
新乡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被列入省级产业集聚
区，规划面积 18.93 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13.5
平方公里，定位主导产业以生物医药、机械装
备、煤化工为主。2014 年 1 至 9 月份，集聚区内
规模以上企业 63 家，工业总产值完成 296 亿元，
实现税收 2.5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48 亿
元。古固寨专业园区规划面积 9.3 平方公里，定
位主导产业以体育用品、电力设备为主。2014
年 1 至 9 月份，集聚区内规模以上企业 14 家，工

业总产值完成 21 亿元，实现税收 2525 万元，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 10.9 亿元。心连心现代煤化工
循环经济产业园规划面积 4.2 平方公里，定位主
导产业现代煤化工，2014 年 1 至 9 月份，心连心
公司产值完成 41 亿元，实现税收 0.9 亿元。大
召营专业园区规划面积 9 平方公里，定位主导
产业以过滤环保、机械、化工为主。2014 年 1 至
9 月份，集聚区内规模以上企业 16 家，工业总产
值完成 29.8 亿元，实现税收 3129 万元，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 15 亿元。

去年以来，新乡县紧紧围绕新乡经济技术
产业集聚区晋位升级和三个专业园区在全市排
序位次前移的目标，以提升发展水平为主线，以
项目建设和主导产业集群发展为重点，“突出四
个强化、两个完善”（强化产业集群培育、强化重
点项目建设、强化服务功能提升、强化节约集约
发展、完善规划布局和完善体制机制），推动产
业集聚区向更大规模、更高水平、更好质量迈
进。截至 2014 年 9 月底，四个产业集聚区共完

成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投资 58 亿元，修建了总
长 263 公里的集聚区道路，铺设了总长 200 公里
的自来水供水管道。已累计建成和在建标准厂
房 102 万平方米。

2014 年 1 至 9 月份，“一区三园”共实施投
资超千万元工业项目 65 个，总投资 134 亿元，年
内完成投资 66 亿元。“一区三园”规模以上企业
达 105 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25 亿元，实现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97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82 亿元，集聚区内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主营业务收入等指标占全县比重均
在 85%以上。

今年 4月份，在全省产业集聚区建设工作会
议上，新乡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被评为全省“十
先进”产业集聚区，并被授予二星级产业集聚
区。目前，全县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基本完善，
配套设施不断健全，产业特色已经形成，成为全
县科学发展的突破口、招商引资的主平台、农民
转移就业的主阵地和支撑县域经济的增长极。

产业集聚区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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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渐入佳境

弘扬史来贺精神
推动发展再上新台阶
中 共 新 乡 县 委 书 记 刘继红
新乡县人民政府县长 申乐民

◎新乡县名片

心连心公司采用全国化肥行业最新技术

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京华社区文化大院

刘庄新村2006 年以来，新乡县紧紧抓住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机
遇，按照市委、市政府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
一体化的总体要求，坚持把新型城镇化作为统
筹城乡的结合点，加大投入，完善制度，健全机
制，强力推进，着力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
乡互动、协调发展的城乡统筹发展新格局。

目前，新乡县全县共规划 54 个农村社区，
目前已启动建设 30 个，基本建成 6 个，初具规模
16 个，在建和建成社区住宅 15509 套 329 万平
方米，30 个社区全部开始入住，累计入住农户
10080 户。建成社区中心小学 18 所，完善社区
电力设施 26 处，建成社区标准化卫生室 14 所、
社区服务中心 21 个、社区文化大院 23 个，完成
生态绿化社区 24 个。培育形成了刘庄、龙泉—
李台、祥和、富康、朝阳等一批代表不同类型的
农村社区。

新乡县以实现居住环境、就业结构、消费方
式、公共服务“四个城市化”为目标，以实施城乡
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
就业和社会管理“六个一体化”为主要内容，充
分尊重群众意愿，坚持试点先行、典型引路的方
式，科学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在规划设计上，新乡县按照“建设示范村、
规划中心村、控制一般村”的原则，将全县 178
个行政村整合规划为 54 个农村社区，投资 2000
多万元聘请高资质规划设计单位，按照城市社
区的标准，对农村社区进行规划建设。同时，组
建规划建设执法大队，完善综合执法机制，县乡
互动，部门联动，定期巡查，执法到村，保证了各
项规划的执行和实施。

在建设模式上，一是异地共建。对相邻的
几个自然村或行政村选择一个适当位置，打破
原有行政区域，异地共同建设；二是联村整合。
对地域相近、经过多年发展已经连为一体或即
将连为一体的村，不打破行政管理体制，整合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资源建设；三是一村一区。对
相对独立、规模较大的行政村，或一个自然村涵
盖几个行政村的村，单独建设；四是镇区带动。
在城镇及周边地区，建设以多层和高层住宅为
主的城镇社区。

在建设方式上，确定了“集体统一建、集体
补贴农民建、统一规划农民自主建、招商引资共
同建”四种方式。

在产业支撑上，在社区周边都建有产业集
聚区或农民创业园，为社区提供强有力的产业

支撑和就业保障，带动全县入住社区的群众就
业率较以前提高了 30%以上，从事二三产业的
社区劳动力达 80%以上。

在资金筹措上，一是加大财政投入。每年
县乡两级财政都列出专项资金，用于社区基础
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建设；二是整合上级资
金。对争取来的各类上级资金，县里统一安排，
集中捆绑使用，重点投入社区建设；三是引导农
民投入。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调动群众
投资的积极性，加快农村社区建设；四是引入市
场机制。鼓励企业和集体经济实力较强的村参
与农村社区建设，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五是协
调贷款融资。协调农发行、农行等金融单位为
社区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我们把城中村（棚户区）改造作为城镇建
设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抢抓国家城中村改造的
政策机遇，按照“政府主导、群众参与、市场运
作 、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编制完善
2015-2017 年城中村（棚户区）改造规划方案，
全面启动县城主城区规划范围内的城中村改造，
重点要推动古固寨镇区改造、大召营镇城乡一
体化等改造开发项目，目前第一批开工建设有
东王庄、戚庄、朗公庙 3个城中村改造项目。

自 2012 年以来，新一届县委号召全县上下
“苦干加巧干、再造新乡县、三年出形象、五年大
变样”，提出了“四区联动、一区三园、示范引领、
以点带面”工作思路，以“围绕核心区抓城区、围
绕城区抓镇区、围绕镇区抓社区、围绕产业集聚
区抓农村劳动力转移”为方向，找准切入点、把
握关键点、明确着力点，持续打造了鲜明的特色
亮点，展示了“三化”协调、“四化”同步发展的新
形象。

作为史来贺精神的发源地，我县把史来贺
精神作为经济社会发展、领导作风转变、城镇化
建设的精神源泉。我们开展了“四对照四查摆”
活动：对照史来贺精神，查摆是否做到坚定信
念、一心为民，是否做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
否做到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否做到清正廉
洁、无私奉献；我们还成立了史来贺精神研究
会，出版《史来贺精神》杂志，投资 200 多万元与
省豫剧三团合作编排大型现代豫剧《史来贺》，
选调 5 名同志组建了史来贺精神宣讲团，深入
机关、农村开展宣讲 18 场，12000 多名党员干部
受到教育。

城镇化建设加速推进。我们依据各乡镇
现有优势，进一步明确定位，七里营镇、小冀
镇、翟坡镇和新乡经济开发区主动对接主城
区，古固寨镇争创全省一流的小城镇和社区建
设示范镇，朗公庙镇突出绿色无公害蔬菜特
色，大召营镇打造“中国过滤之乡”品牌，合河
乡体现林业生态建设亮点。城中村改造稳步
启动，民安郡望一期、新城世纪花园等一批商
住开发项目进展顺利。进一步加快镇区成片
连片开发改造步伐，迅速提升镇区建设发展的
视觉冲击力，促进三产短板有效解决。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我县紧
紧围绕一个载体，开展两项活动，解决三个方面
问题，实施六个方面专项治理，取得了立竿见影
的效果。在思想认识上实现新提升，在作风转
变上实现新提升，在对群众感情上实现新提升，
在群众工作能力上实现新提升，在基层服务型
党组织建设上实现新提升，在经济发展质量和
效益上实现新提升。

“抓特色、出亮点，抓城镇、促三产，抓项目、
保重点，调结构、重挖潜”，我们将继续以史来贺
精神厘思路、谋发展，突出抓好城乡统筹、结构
调整、招商引资、改善民生四项工作重点，持续
实施好项目引资双带动战略，以重点工作的突
破带动经济社会全局的提升，力争生产总值、固
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等各项主
要指标位居省市前列，保持全省县域经济综合
实力排序 20 强，把新乡县建成新乡市发展的分
中心城市、建成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科学发
展示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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