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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这里是颛顼建都之地，是诸侯封国之域。瓦岗遗址、明福寺塔、欧阳书院承载着历史，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隋唐
大运河，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

今天，随着2014年1月1日滑县正式被省直管，这里又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城市，中国小麦生产第一县、中国烧鸡名城、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河南

省直管县、河南省对外开放工作重点县……滑县的知名度、美誉度持续提升。

●河南省省直管县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十一连冠”
●中国小麦第一县
●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优质

服务先进县
●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
●全国科技入户先进县
●中国烧鸡名城

滑县：省直管为豫北粮仓迎来发展新契机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本报通讯员 张慧霞 张旭涛 栾杰 秦斌

这里交通便利。县城距新郑机
场140公里，以县城为中心40公里半
径内有京广铁路、新荷铁路、京港澳
高速、大广高速、长济高速、濮鹤高
速、107国道等重要铁路、公路干线；
六条省道在滑县交会；大广高速至京
港澳高速快速连接线（长虹大道）、县
城至长济高速快速连接线（政通大
道）承东启西连贯南北，使滑县处于
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为滑县经济发
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这里发展环境优越。作为省直
管县和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滑县
被赋予更多的经济社会发展自主权
和更多的政策，具有获取更多资源项
目、优惠政策的有利条件。滑县在近
年全省 158个县（市、区）投资环境评
比中名列第三名，被评为“全省优化
经济发展环境先进县”。在项目推进
中，县政府出台了《滑县项目管理办
法》，对落地项目实行联审联批联办
机制。对落地项目自合同签订之日
起，启动由县领导负责的总协调人机
制，具体负责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并由代办中心对外
来投资客商服务实行全程代理制，确
保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

这里有产业发展的平台。滑县
产业集聚区作为全省首批集聚区之
一，规划面积 24.2 平方公里，已经建
成 14 平方公里。建成了“十四纵十
横”的交通路网，实现了水、电、路、气
等“七通一平”。与此同时，健全完善
了人才培训、农产品检测、环保检测、
投融资、金融服务等“六大服务平
台”，为集聚区快速发展提供高效优
质的服务。

食品加工、装备制造成两大主导
产业。永达集团投资 29.6 亿元的 1
亿只肉鸡饲养、屠宰、加工项目投产
运营，产品通过“神十”搭载再入太
空，被国家航天中心授予“神十载人
航天重要贡献奖”；瑞阳牧业、辛安粮
油等一批龙头企业落户滑县，食品加
工产业集群初具规模。投资 37亿元
的美的工业园主厂区、配套区正在紧
张施工，16家配套企业已经入驻；香
港上市公司德信电子、富海电子、华
泰粮机等一批龙头企业效益倍增，总
投资 89.4亿元的 44个电气机械及器
材制造项目已经落地，装备制造产业
集群效应凸显。

滑县素有“豫北粮仓”的美誉。近年来，该县
用现代经营形式发展农业，着力提升农业产业化
水平，通过改变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低的状况，强健
农业“筋骨”，用如椽之笔描绘了一幅现代农业的
恢宏画卷。2013 年，滑县粮食总产 28 亿斤，连续
22 年保持河南省第一，被农业部授予“全国产粮大
县”荣誉称号，成为全国唯一的粮食生产先进县

“十一连冠”。
然而，粮食的高产并没有给当地农民带来“富

裕”，为破解农民增收难题，滑县立足“豫北粮仓”资
源优势，一方面进一步挖掘粮食生产潜能，提高农
民种植效益；另一方面，该县将粮食生产瞄准高端
市场，提升品质、打造品牌、增加效益，着力将全县

打造成为优质粮食生产基地，铸就了一个个响当当
的“滑县品牌”，使全县农业市场竞争力明显提升。
目前，“滑丰”牌种子、“滑州”牌原粮、“华健”牌面粉
等一系列滑县品牌产品，如一颗颗耀眼的明珠，在
农民增收致富的道路上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群是滑县县委、县政府着力
打造的“致富高地”。近年来，该县围绕发展潜力大
的粮食、畜禽、林果、瓜菜、油料等优势产业，大力推
进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工作，注重发展和培育
龙头企业，积极拉长产业链条，有效解决了全县农产
品加工转化率低的状况。截至目前，全县拥有农业
产业化企业 50余家，其中，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永达
食品完全投产后，年产值达 40 亿元，提供就业岗位

18000 个，带动农户 7000 余户；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滑丰种业良种繁育基地每年可为 6 万农户增收 9000
多万元，通过推广优良品种每年增加社会效益达 13
亿元。

作为农业大县，滑县每年生产大批粮食的同
时，还产生大量秸秆等附产品，如何循环利用这些
资源，变废为宝？“从卖原粮到卖产品、卖品牌，滑县
要立足农业资源，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提升农业产
业化水平，让农民在土地之外有收入。”说起现代农
业的发展思路，滑县县委书记董良鸿满怀信心地
说，滑县最终打造的是“优质小麦、有机农业”的大
品牌，并通过改变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低的状况，强
健全县农业“筋骨”，串起增收致富的“金链条”。

10 月 10 日，记者来到位于滑县产业集聚区的河
南华泰粮油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焊花飞
溅，机声隆隆，一派忙碌的景象映入眼帘。“作为国内
产能最大的米糠油精炼成套设备制造企业，我公司
把创新作为企业源源不断的驱动力，每年拿出利润
的 10%用于科研开发，相继开发出系列米糠深加工
成套设备、米糠一级油精炼成套设备、生物柴油成套
设备等国家专利产品，先后获得国家专利 26 项。”该
公司董事长闫子鹏说。华泰粮油公司能够不断发展
壮大，跟滑县大力发展新型工业，提升产业转型升级的
战略是分不开的。

该县以基础设施完备、发展环境一流的产业集

聚区为载体，着力推进工业转型、产业升级，持续提
升新型工业化水平。在招商引资工作中，突出战略
重点，围绕主导产业，重点引进科技含量高、具有高
成长性、高附加值的项目；研究绘制本县产业链图
谱，在产业链的增链、补链、强链上着力，努力形成链
条完整、有辐射带动效应的产业集群。目前，以永达
食品、光明乳业、辛安面业为龙头的食品加工产业，
以美的工业园、华泰粮机为龙头的装备制造产业两
大主导产业初步形成，成为该县新型工业经济强势
崛起的巨大引擎。

该县牢固树立“服务也是生产力、服务也是竞争
力”的理念，制定服务新型工业发展的措施，简化项

目行政审批程序和办理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对企
业需要解决的问题，采取领导包干、限期办结、挂账
督办等措施，抓好督促落实。进一步提高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高校和
科研机构参与的产学研联合体和科技服务平台，引
导企业以自主品牌创新为着力点，大力实施品牌战
略，提高市场占有率，切实增强核心竞争力。

该县新型工业经济突出产业结构优化、骨干企
业培育、重点项目推进，努力实现工业发展新跨越。
今年上半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24.59 亿
元，同比增长 12.8%；截至 8 月底，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41.8亿元，同比增长 12.4%，利润达 10.77亿元。

“有水便有灵气，1700多亩的湖水，湖中有岛，岛
上草木葱郁，犹如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成了县城周边
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我和家人经常来西湖休
闲，锻炼身体，愉悦心情。”10 月 10 日，望着碧波荡漾
的滑县西湖，家住滑县县城的马秋成说。

滑县利用卫南调蓄工程建起1770多亩的水域，成
为“滑县西湖”，不仅有效补充地下水源，改善了生态环
境，而且还进一步提升了该县城市品位，使县城变得
更加靓丽、秀美、宜居，是滑县打造的“三大亮点”之一。

滑县围绕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这一目标，突出
“一个重点”，力求“两大突破”，打造“三大亮点”，全
面推动县城扩容提质大会战。“一个重点”，就是以滑
东新区建设为重点，通过行政、教育、卫生、商业、环

境五个带动，完善基础及配套设施，推进建业桂园等
项目建设；“两大突破”，就是在道口古镇和大功河整
体开发、中州大道城关段两侧棚户区改造上实现新
突破；“三大亮点”，就是打造滑县西湖、森林公园、滑
园三大生态工程。

如今，总长 118 公里的城市环形路网建成通车，
城市框架进一步拉大，发展空间不断拓展；14平方公
里的滑东新区和商务中心区建设有序推进；总投资
21.5 亿元的“一河两路三大亮点七个片区”旧城改造
项目加快建设；中骄·温尔顿购物广场、万象城等 7个
棚户区改造民生项目展现形象；森林公园、戏曲广场
改扩建进展顺利；道口古镇开发业已启动，大运河申
遗榜上有名，滑县西湖碧波荡漾，成为广大市民娱乐

休闲的好去处；投资 40 亿元的大功河东岸城市综合
体建设项目启动实施；“六城联创”全面铺开，仅用一
年时间就成功创建为省级双拥模范县、省级文明城
创建工作先进县城。

此外，滑县既重视县城建设，又重视小城镇建
设。该县按照产业、新农村、土地、公共服务和生态规
划“五规合一”的要求，突出小城镇特色，有序推进新农
村建设。滑县被确定为全省美丽乡村建设试点，道口
镇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城关镇、留固镇、牛屯
镇 3 个镇入选最新全国重点镇，城关镇、道口镇蝉联
2014年度河南省百强乡镇，留固镇成功创建为全省生
态文明镇，温庄村入选全国首批美丽乡村创建试点，
樵邱村等8个村庄列入全省首批传统村落。

“今年给俺孙子看病花了十多万元，县里给俺送
来救助金，非常感谢！俺要把孩子抚养好，长大成
才，报答社会。”10月 10日，滑县老店镇西杏头村蔡艳
朝的奶奶手里攥着 2万元救助金，连声感谢党和政府
的关怀帮助。当前，该县已连续四个月开展了“点亮
生命计划”贫困儿童大病救助活动，共向蔡艳朝、张
一贝等贫困儿童家庭发放 40 余万元大病救助金，累
计救助大病贫困儿童 20多人。

一直以来，该县始终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下大
力气解决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仅今年上
半年用于科教文卫事业的财政支出就达 7.83 亿元，
占到公共财政预算总支出的 40.1%，一道道丰盛的民
生大餐，使百姓幸福指数大幅提升。

该县强化政策引导，推进全民培训，优化创业服

务，显著提升了劳动者就业技能和社会就业率。据
统计，今年上半年，该县共新增城镇就业人员 2986
人，城镇失业、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2148 人，新增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7659 人，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7659
万元，完成职业技能培训 3512人，各项就业保障工作
均超额完成任务。

该县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建立健全投入机
制，逐步改善办学条件，有效促进了教育事业持续健
康发展。目前，该县义务教育阶段已全部实现免费
就 近 入 学 ，普 通 高 中 扩 招 至 5700 人 ，同 比 增 长
18.75%，参加 2014 年高考的人数达到 3945 人，本科
上线率较去年提高 4个百分点，跃升至 56.3%。

该县加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乡公共卫
生服务水平，着力维护广大群众身体健康。今年，该

县城镇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到 13.94 万人，征缴医疗
保险费 4574 万元，为 408 人发放医疗保险补贴 12.55
万元，同时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已全部实行国
家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有效缓解了群众看病难
的问题。

该县还持续完善社会保障功能，加大对弱势群体
救助力度，不断拓宽受惠面群体，初步建立了惠及城
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 9月底，该县今年已向农村
低保、五保对象 5.8 万人支付新农合参保资金 352.58
万元，给 5万多户、57218人发放农村低保资金 5096.1
万元，为 4095户、7608人发放城市低保资金 1320.9万
元，累计投入医疗资金 420.76万元直接救助城乡困难
群众 4248人次，为维护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做出
了积极努力。

粮仓呈新景 农业铸辉煌

工业启新程 经济强“引擎”

城镇展新颜 靓丽宜居城

民生绘新卷 幸福结伴行

◎滑县名片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市民居住环境日益改善

高标准粮田示范方内玉米喜获丰收

群众住进新社区，舞起美好新生活

环境宜人的滑县西湖引来天鹅栖息环境宜人的滑县西湖引来天鹅栖息

工业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交通建设日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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