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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黄县农业经济基础较好，在全省享有“南
有扶沟，北有内黄”的美誉。全县现有 46 万亩枣
林、40 万亩花生、30 万亩尖椒、30 万亩瓜菜。近
年来，该县坚持把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
作为“一号工程”来抓，着力推动传统农业的转
型升级。

今年，在稳定粮食生产、巩固高效农业的基
础上，该县在繁阳四路以北、南林高速以南规划
建设 3 万亩的都市农业生态示范园，大力发展生
态农业、观光农业、精品农业，形成金字塔型的农
业发展结构，倾力打造现代农业新引擎。

为将园区打造成内黄区位最佳、生态最优、
品位最高，集观光、旅游、采摘、休闲为一体的都
市农业新亮点，该县高标准、高起点编制了园区
规划，根据园区定位及规划，划分为综合管理服
务区、名优花木示范区、农业科技创新区、创意农
业休闲区、精品农庄示范区、绿色蔬菜示范区和
优质林果示范区七大功能区，同时，重点引进高
品质、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精品农业项目。目前，
该园区已入驻投资 20 亿元的内黄果蔬城、投资 15
亿元的长江昊诚光伏现代农业、投资 1.6 亿元的
内黄花卉博览园、投资 3500 万元的林海生态庄
园、投资 1500 万元的辰丰育苗基地、投资 1.2 亿元
的樱花主题公园 6 个项目。

11 月 26 日，初冬的早上已有些寒意。在内黄
县长江昊诚光伏现代农业项目工地，远远望去，
一座座温室大棚蔚为壮观，棚顶上一排排整齐的

光伏电池板在太阳的照射下熠熠生辉。不远处，
几百名工人正在紧张地建设温室大棚。“我们这
个新型现代农业与太阳能电站结合项目在全省
是首家，通过在温室大棚的顶部安装太阳能电池
板，棚下发展高效农业，种植蔬菜、食用菌，使温
室生产与光伏发电有机结合，可实现节能环保、
绿色发电、利农惠农、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同
步。”项目负责人阮建军高兴地说。

阮建军介绍，项目一期工程在该县六村乡，
投资 3.3 亿元，建设 242 座温室大棚，棚顶安装 25
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目前，已有 21.5 兆瓦光伏
板开始并网发电，设计年发电量 3000 万度。二期
工程投资 12 亿元，在内黄县都市生态农业园区，
建设 100 兆瓦光伏电站，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
12500 万度，全部采用高压并网方式接入国家电
网，年产值 2 亿元，年可实现利税 1000 万元，提供
就业岗位 800 余个。

总投资 20 亿元的内黄果蔬城项目是都市农
业生态示范园区的重点招商项目之一。目前项
目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工人们分工协作，施
工机械忙碌穿梭，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内黄果
蔬城经营以蔬菜为主，瓜果及其他农业生产资料
的现货交易、期货交易。主要包括三大系统：理
货仓储、冷链速冻和物流配送系统；信息发布、电
子交易和安全可追溯系统；品种研发、示范推广
和会展交流系统。通过“买全国、卖全国”的经营
模式、“市场+基地+农户”的产业模式及农产品认

证地理标志，集中打造绿色品牌优势、价格凹地
优势和安全保障体系。

“我们将搭建农户与市场相融合的平台，推行
‘一卡通’电子商务交易模式，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通过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打造国内功能分区合理、
配套服务完善、辐射能力强大，集物流、商流、信息
流、资金流于一体的农产品交易、储备和控制中心，
最终形成农产品流通的信息发布中心、价格形成中
心、网上交易中心、科技研发中心，构建农产品高端
市场新模式，纳入全国优质农产品流通交易示范
区。”项目负责人赵金池兴奋地介绍。

“项目一期工程建成后，年交易额可达 100 亿
元；三期工程建成后交易额可突破 300 亿元，能提
供直接就业岗位 1 万余个、间接就业岗位 2 万余
个。我们要建全国最具规模的果蔬产地市场、全
国农产品交易首选之地和信息平台，形成‘小商
品看义乌，果蔬品看内黄’的全国果蔬市场品牌
效应，努力打造‘全国果蔬汇内黄，内黄果蔬甲天
下’的果蔬生产、销售平台，绘最美的农业画卷！”
赵金池满怀豪情地说。

都市农业有效提升了内黄农业产业层次，引
领着内黄农业发展。同时，都市农业示范园与繁
阳新区遥相呼应，不仅打造了靓丽的城市景观，
而且将有效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充分发挥“城市
绿肺”功能，有力地推动了生态宜居内黄建设。
未来，一个“人在景中，居在园中，路在绿中，城在
林中”的新内黄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内黄县地处豫北平原，地上无山，地下无矿，
工业基础薄弱，2009 年以前县财政收入不足亿
元。2009 年以来，该县抓住国内陶瓷产业第三次
战略扩张的历史机遇，短时间内累计引进投资
100 多亿元的陶瓷生产及配套企业，建成投产 50
条生产线，年产瓷砖 3 亿平方米，成为目前中部地
区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日日升陶瓷、新明珠陶
瓷、福惠陶瓷进入全省建材企业 30 强，全省唯一
一家省级陶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投入运营。
2012 年 11 月，被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授予“中
原陶瓷产业基地”称号。

在巩固扩大建筑陶瓷规模的同时，该县着力
引进新时代、新喜润、贝利泰、黄源艺术黑陶等一
批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卫浴、工艺陶瓷、日
用陶瓷、抛晶砖、微晶石、薄板、马赛克等新型陶瓷
项目，推进陶瓷产业由单一的建筑陶瓷向生活、工
艺、餐具、五金等高档陶瓷产品转变。总投资 9 亿
元的安阳新顺成陶瓷是内黄县迄今引进最大的高
档微晶砖生产项目，年产值约 20 亿元，已于今年 5
月建成投产。总投资 5 亿元的安阳贝利泰陶瓷，
以清洁能源天然气为燃料，以生产自洁釉艺术瓷
砖和光触镁陶瓷马赛克为主，一期工程已于 11 月
建成投产，年产值达 3 亿元。同时，该县加快圣泉
制釉、益民物流等配套项目建设，完善产业配套，

延伸产业链条，逐步形成涵盖原料加工、机械配
件、化工釉料、包装装饰、产品研发、质量检测、展
示交易、物流配送为一体的产业体系。通过 3-5
年努力，真正把内黄建成中部地区最大的新型陶
瓷生产基地，打造立足河南、辐射中西部地区的

“中原瓷都”。
“工业经济作为县域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在

经济转型升级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我县
加快优势主导产业的发展与培育，加大科技含量
高、市场竞争力强的重点骨干企业引进力度，着力
打造强势产业集群，以工业经济的提质增效引领
全县经济的转型升级。”内黄县县长卢萍踌躇满志
地说。

内黄县在做强陶瓷产业的同时，积极培育新
兴产业，增强工业经济实力。以安阳市翔宇医疗
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为龙头的中医康复设备产业园
是内黄县培育的新兴产业。11 月 26 日，记者慕名
来到全国规模最大的康复设备生产基地——内黄
县中医康复设备产业园。在 3500 平方米的产品
展示厅，陈列着几百种各种各样、功能繁多的康复
设备，涵盖声疗、光疗、电疗、磁疗、汽疗等多种康
复疗法。“这是智能下肢反馈康复训练系统，填补
了国内空白，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水平；这是多功
能灸疗头，与主控机合作，可形成多功能艾灸仪，

广泛用于医院和家庭中的治疗……根据市场的需
求，我们一方面对老产品进行持续改进，一方面研
发高端产品，并逐步加大对家用产品的研发。”说
起自家的产品，总经理何永正如数家珍，言语中满
是自豪。

目前，中医康复设备产业园已入驻中医康复
设备生产及配套企业 8 家。经过短短 3 年的发展，
园区已经实现 7 项全国第一：一是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认定的目前唯一中医诊疗设备生产示范基
地；二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康复设备生产基地；三是
产品有 630 多种，产品种类居全国第一；四是产品
拥有 94 项国家专利，专利数量全国第一；五是国
内同类产品中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六是研发了
中国唯一的智能下肢康复机器人和体外冲击波治
疗仪，为国内首创，世界仅有 4 家；七是 26 种产品
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荐品目，12 种产品被确
定为第二批中医诊疗设备提升、改造、开发项目，
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公司投资 3.6亿元建设的 10万平方米标准化
车间已投入使用，计划两三年内再投资 10亿元，建
设科研中心、营销中心、体验中心、物流中心和康复
设备生产区、配件生产区、机壳制造区、产学研基地、
成品区等。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国最大的中医诊
疗康复设备集散地。”何永正信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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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黄名片

●华夏寻根祭祖圣地

●国家级生态示范县

●全国绿化模范县

●全国绿色小康县

●全国果菜标准化建设十强县

●中国最佳绿色生态旅游名县

●中国名优经济林——红枣之乡

●全国设施蔬菜重点区域基地县

●中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重点县

●全国法制先进县

●河南省对外开放重点县

●中原陶瓷产业基地

●河南省林下经济示范县

●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中国花生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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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交通促大发展

2 工业经济新跨越

3 都市农业红似火

黄河故道的精彩蝶变
——内黄县经济转型发展纪实

内黄，地处黄河故道，因黄河而得名。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

门”。奔腾的黄河孕育了内黄悠久的历
史、灿烂的文化，华夏人文始祖颛顼、帝喾
二帝均建都、建业、建陵于此，是华夏儿女
寻根祭祖的圣地、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
一；这里走出了春秋时期政治家商鞅、东
晋十六国时期冉魏皇帝冉闵、唐代大诗人
沈佺期；境内的三杨庄汉代遗址是2005年
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被誉为“中国庞
贝古城”，并被列入国家首批考古遗址公
园立项名录；内黄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冀鲁
豫革命边区根据地，被誉为“红色沙区”。

奔腾的黄河也铸就了内黄人敢于挑
战与超越、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锤炼出
内黄人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坚韧精神。
时至今日，这种精神早已融入内黄人的血
液，蓄势发力。坚持建设生态宜居内黄的
奋斗目标，突破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工业
经济实力不强、农业发展后劲不足、第三
产业发展缓慢等困局，筹谋推进思想观
念、工作作风、城乡建设、产业集聚、都市
农业、民生改善、和谐稳定、党建水平“八
大提升”，着力打造陶瓷产业园、装备制造
产业园、循环经济产业园、都市农业示范
园、繁阳新区建设、老城区改造“六大经济
板块”，内黄在奋进中实现转型蝶变。

昔日的内黄，城乡道路狭窄，西部缺少纵向大
通道，城区断头路较多，产业集聚区路网不完善，
内外交通不畅。今年，内黄县把路网建设作为全
县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规划先行，高标准完成了
全县整体路网规划，着力构建“8 大通道、7 个出入
口、24 条城市干道、若干个景观节点”的道路交通
体系，打造出入口景观，形成闭合的路网体系，全
面提升城乡建设水平。今年，第一批次投资 18 亿
元，开工建设南北快速通道、安内快速通道、南环
至清丰快速通道“三大通道”，以及新老城区、陶瓷
园区和产业集聚区 24 条道路建设工程，总里程达
101 公里，进一步改善发展硬环境。

“城乡建设是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载体和平
台，而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路网建设是关键的突
破口，是实现内黄整体工作提升的一个重要抓
手。加快路网建设，将有力改善交通环境、发展环

境和人居环境，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后劲。我们必
须打赢彻底改变内黄面貌的第一仗。”内黄县委书
记王建国的话掷地有声。

如此浩大的工程将怎样推开？该县成立高规
格指挥部，下设 8 个分指挥部，分别由县委常委任
指挥长，全县党员干部群众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
场只争朝夕的大会战中。各乡（镇、街道办事处）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力以赴为工程建设营造良
好的施工环境；广大党员干部日夜奋战，攻坚克
难，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难题；电力、通讯、市
政等部门齐心协力，迁移了一条又一条供电、通讯
等线路；工程建设者战酷暑，冒严寒，夜以继日地
奋战在工地上；沿线群众舍小家，为大家，拆掉了
自家的房子，让出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迁走了几代
人的祖坟……路网建设突破口的打开，有力带动
了城乡建设蓬勃发展，城市框架峥嵘渐露。

同时，内黄新城区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进
行。该县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水平
管理”原则，聘请清华大学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对
繁阳新区控规及水系进行规划设计，规划建设了
9 平方公里的繁阳新区，搭建了“两纵四横”发展
框架，实施了 1.74 平方公里的特色商务区，城市功
能日趋完善。目前，繁阳一路、繁阳四路、枣乡大
道北延主体工程基本完工，颛顼大道北延工程进
展顺利。

马上乡七里井村位于繁阳新区中心地带，按
照新区发展规划，该村将整体搬迁到新建的农民
公寓中。11 月 25 日，七里井村村民王大哥像往常
一样，走到安置房工地，看着即将落成的安置房，
他满心欢喜，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以后，我们
也跟城里人一样，住着带电梯的楼房，到企业去上
班，生活会越来越好！”

安阳日日升陶瓷企业一角

中医康复设备产业园

正在建设的果蔬城项目

长江昊诚光伏农业基地

三杨庄汉代遗址

新区公园

颛顼帝喾陵景区颛顼帝喾陵景区

内黄红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