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导产业推动
工业转型升级

围绕做强工业这一战略任务，按照“市
有千亿、县有百亿产业集群”的目标，推动工
业加速转型升级、做大做强。

着力培育先进装备制造、光电电子信
息、汽车及零部件、生物医药、纺织服装、新
能源六个特色主导产业。突出“一县一业”，
实施百亿元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工程，力争全
市产业集聚区固定资产投资突破 1500 亿元，
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2000 亿元。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对冶金、建材、
化工等传统产业，综合运用延伸链条、技术更
新、兼并重组等方式，发展下游产品和消费终
端产品，探索新的经营模式和发展路子，实现
转型脱困。推动装备制造智能化、集成化，引
导制造企业从单纯生产产品向提供软件、服
务和整体解决方案等集成业务转变。实施大
企业大集团培育工程，围绕 80 家高成长性骨
干企业，出台发展规划和扶持政策，力争主营
业务收入超百亿的企业达到 4 家，超 50 亿元
的企业达到 5家。

以发展现代农业、生产有机产品为方
向，以有机农产品进京和创建国家出口农产
品质量安全示范市为引领，实现稳粮保粮和
富民强市双赢。

实施高标准粮田“百千万”工程，全年建
成高标准粮田 90 万亩，持续改善农业生产条
件，粮食总产量保持在 100 亿斤以上，提高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

抓好 20 个重点集群建设，着力培育壮大
科尔沁肉牛、牧原生猪、赊店酒业有机粮食
三大产业集群，全市集群收入增长 15%以
上。

以渠首有机农产品示范基地建设为引
领，实施农业标准化工程，加快培育具有地
域特色的优质品牌农产品，推动畜牧饲养与
高效农业融合、循环发展，全年新发展有机
农产品基地 50 万亩，新增“三品一标”认证面
积 30 万亩。

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养高素
质职业农民，全年新发展家庭农场 500 家、农
民专业合作社 500 家，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
营体系。

推动农业发展
走出新路子

以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为抓
手，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治
标治本多管齐下，让美丽与发展同行。

按照“三区三带”生态建设布局，推进重
点区域绿化造林，完成造林 144 万亩，着力实
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及干渠生态治理、
石漠化治理等工程。

实施蓝天工程，加快推进工业脱硫脱硝
等关键环节和蒲山等重点区域专项治理，突
出城市面源污染治理，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
量。持续推进碧水工程，开展丹江口水库、
鸭河口水库和白河沿线环境整治，持续开展
保护母亲河行动，加快内河治理步伐。实施
乡村清洁工程，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健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制和责任追
究机制，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以国家卫生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为抓手,推进以产立城、以水兴城、以文塑城、
以绿靓城,建设宜居先行区,让清水绿树绕城
来，打造魅力宜居中心城区。

生态文明建设
让家园更宜居

突出大招商、招大商，深入开展开放招
商年活动，用好综合保税区平台，抢抓产业
转移机遇，再掀开放招商新热潮。

把综合保税区作为发展外向型经济、提
升对外开放水平和招商引资的重要载体，作
为对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融入

“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抢抓机遇，统筹运
作，打造高端开放平台，增创区域竞争新优
势。对照封关验收的标准，健全机构设置，
加快基础设施和监管、检验检疫等配套设施
建设，完成投资 10 亿元以上。

围绕主导产业，突出大型劳动密集型代
工企业、整体转移型产业集群、战略布局型产
业和新业态、新模式等招商重点，瞄准重点区
域，紧盯目标企业，抓住国家级协会，大员上
前，专班推进，新引进亿元项目 200 个以上。
实施与央企合作项目 38个。加快推进中关村
科技园、水科技园建设，争取更多合作项目入
驻。加强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合作，不
断提升招商引资工作水平。

打造对外开放
新高地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9%以上

2015年
南阳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生产总值增长8.5%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5%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11%

2015南阳再起航

□南阳观察记者 李 铮 刁良梓

加快转型
让美丽与发展同行

以改革创新破除发展障碍、培育发展动
力、增创发展优势，让创新创造创业活力在
南阳大地涌流，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生动局面。

进一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承接和落
实好省下放和取消的审批事项，继续取消、
下放市级行政审批事项。对重点项目、重大
招商项目全面实行联审联批。

全面完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
记发证工作，全面铺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基本完成农村宅基地、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深
化农村各项改革。

建好、用好中关村科技园、京宛科技综
合服务等科技创新平台。鼓励骨干企业、科
研院所建设高水平研发中心，争取 3 家企业
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新创建一批国
家级、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加快创新能力建设。

激活转型发展
新引擎

核心提示
拥有无限可能的 2015

年以楚楚动人的舞步翩然而
至，不免带给人无限遐想和
憧憬。1月 5日到 9日，南阳

“两会”如期而开，为新的
一年定下激昂的调子。

“适应新常态、抢抓
新机遇、实现新跨越，加
快推进经济、社会、生态
三重转型，打造大美
南阳、活力南阳、幸
福南阳，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蓄势
加力。”南阳市委
书记穆为民接
受记者采访时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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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粮食生产、
“三农”工作是一切工作的重要之基。南阳是全
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和河南粮食生产核心区
域。建设高效经济示范市，南阳面临着保障生
态的同时保证粮食生产的双重任务，围绕稳定
粮食生产，确保粮食生产增效，加快农业发展转
型，代表委员们纷纷献言献策。

把大农业做成特色农业
2014年南阳市新建高标准粮田 100万亩，粮

食总产实现十一连增，达到 102.4 亿斤，获得“全
国粮食生产先进单位”。在稳定粮食产量的基础
上，要实现粮食生产和富民强市的双重效应，南
阳市农业局局长王宛楠说，把大农业做成特色农
业，把特色农业做成大产业是南阳市农业发展将
走的新路子。2015年，南阳农业发展将以发展现
代农业、生产有机产品为方向，继续实施高标准
粮田工程，着力培育壮大科尔沁肉牛、牧原生猪
等 20 个重点集群建设，借南水北调有机农产品
进京的机遇建设渠首有机农产品示范基地和环
丹江口库区有机特色林果示范区。同时，借助南
阳市的生态优势和建设高效生态示范市的契机，
发展都市生态农业，形成集高效农业、农产品物
流加工、景观绿化，生态涵养和休闲观光等于一
体的都市农业体系。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南阳市农
业职业学院院长王胜利认为，特色农业的发展

离不开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加大对新型职业
农民的培训，培养更多适应现代农业发展所需
要的高素质人才是现代农业发展所必需的。

创建优秀品牌扩大影响力
发展有机农产品，创建有机农产品品牌，是

依托南阳地域优势发展特色农业，保护生态的
同时保障农民增收致富的有效途径。淅川县源
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闫虎成建议，应加
大对渠首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支
持。随着南水北调，南阳和北京在各个方面都
有了对口的合作和联系，南阳的特色农产品也
随丹江水进入北京市场。例如，淅川县源科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认证的 17 个有机农产品，
已进入北京市“菜篮子工程”，进入首都市场，并
得到认可。随着影响力、辐射力和覆盖面日渐
扩大，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渠首有机农产品进入
北京，乃至销往全国。我们需要有稳定的政策、
资金扶持，促进从事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产品的
企业快速发展、良性发展，从而创建有影响力的
农产品品牌。

而对于像西峡猕猴桃一样的特色产业，西
峡县猕猴桃生产办公室原主任李华玲建议，在
支持猕猴桃种植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同时，应当
重视将第二、三产业融入到猕猴桃产业中去，发
展猕猴桃深加工企业，以龙头企业带动全县猕
猴桃产业的发展，把猕猴桃这一大特色做成大
产业。同时，加快培育市场体系，提升猕猴桃的
品牌意识，扩大西峡猕猴桃的市场影响力。

大学凭借优质的人才资源优势，不但为所在
城市提供智力和文化支持，并且成为地方经济转
型跨越发展的增长极、助推器。

2015年刚刚召开的南阳“两会”，特别提到示范
性应用技术类本科院校试点建设职业教育，记者就
此采访了南阳师范学院等 5 所高校，看他们如何转
型发展，如何发挥各自优势服务南阳经济社会发展。

加快应用型大学建设步伐
南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黄荣杰说，南阳很早就

提出“科教兴宛”战略，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地位，南阳师范学院作为省属高校，受到南阳市
各级领导的关注和关怀，教育教学质量一路高歌。

“南阳师范学院以建设特色鲜明、水平较高的
应用性教学型多科性大学为目标，不断加强内涵建
设，推进协同创新，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
现了学校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我们要以转型发展为契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优化
专业结构，加快应用型大学建设步伐。”黄荣杰说，一
是与地方行业、企业共建行业性学院。如筹建“南阳
珠宝玉雕学院”，为打造千亿元玉文化产业培养玉器
设计、制作等高层次应用技术型人才。二是与企业
共建校内外实践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大学生创新
孵化创业园，努力把学校建成应用型人才培养和人
力资源培训中心、应用技术产学研合作中心。三是
与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共建科研创新平台。建设

“南水北调水源地保护研究院”、“南阳发展战略研究
院”、“河南省社科院南阳分院”、“生物质新能源研发
中心”等，不断提升学校协同创新能力，为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再立新功。
南阳理工学院党委书记刘建说，作为地方高

校，南阳理工学院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坚持
走产学研用一体化和开放办学，与企业深度融合，推
进教育、科研、服务一体化协同创新。一是实施“星
月计划”。先后与天冠集团、二机集团、防爆集团等
80 余家大中型企业建立了稳固的校企合作关系，成
立了汇森班、天冠生物能源班、东福班、华泰班等多
个校企合作冠名班。与相关企业联合申报课题 50
余项，参与企业技术革新、技术改造、新产品研发 70
余项；二是搭建“协同创新”平台。学校正在筹划成
立“南阳协同创新规划研究院”，组建 12个协同创新
中心，全面铺开校地合作，为地方政府、企业提供智
力支撑和技术支持；三是融入“校企联盟”，有效提升
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的契合度，南阳的支柱产业和
特色优势行业里都有该校毕业生的身影，很多毕业
生已成为行业技术、管理岗位上的骨干力量。

打响职业教育品牌
南阳医专党委书记秦书君说，为更好地培养技

术技能型人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南阳医专邀
请行业专家会同专业教师深入讨论，反复修改，修订
完善了人才培养方案，明确教与学的关系，以职业技
能大赛为载体，形成了重视技能、苦练技能、提高技
能的良好氛围。“医专一大亮点是，院校教育与师承
型教育相结合。充分利用学校三所附属医院的优
势，实行院校协同的教学模式，临床课全部由医院专
家担任；学生入校以后即确定导师带徒，利用课余时
间跟师坐诊，一对一、手把手进行传授，实现了理论
知识与岗位需求的无缝对接，学生就业率连年稳定
在 95%以上。据统计，南阳市所属医院的护士长
70%以上毕业于南阳医专，部分毕业生成为省内外

医疗行业的业务骨干或知名学者，为农村、社区培养
10万多名技能型医、药、护、技人才。”秦书君说。

“南阳是一个农业大市，又是南水北调中线渠
首所在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生态农业转型势
在必然，南阳农业职业学院从办学定位、课程设置
到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等方面，为南阳农业发展培
养出能走到农业一线的应用型人才。”南阳农业职
业学院党委书记王胜利说，学院适应农村产业结
构优化的需要，充分发挥学院作为“河南省阳光工
程农民创业培训基地”、“河南省基层农技人员培
训基地”、“新型职业农民骨干培训基地”的作用，
除做好全日制学历教育外，还要举办现代农业实
用技术班和各类专业技术培训班，同时面向城镇
失业人员、农民工和农业系统在职人员，开展以提
高职业技能为重点的成人继续教育和再就业培训
工程，切实把适用技术和就业技能转化为产业发
展、农民增收的“金钥匙”。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王伟说，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国家骨干高职院校，
我们将紧扣南阳经济社会发展脉搏，根据南阳经
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一是做到产教
融合，如学校开设的机械、机电、建筑、汽车等 50 多
个专业，与南阳市的装备制造、电力能源、新能源
等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有着极高的契合度。二是
深化校企合作，学院与中光学集团、南阳防爆集团
公司等企事业单位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校
企“合作招生、合作培养、合作就业”的“双主体”育
人，推动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南阳市六大特色主导产
业，进一步调整教学结构，使专业更好对接南阳产业
集群，实现产教深度融合，为服务新型工业化、新型
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作出新贡献。”王伟说。

建设现代农业大市
走出农业发展新路子

——“两会”代表热议南阳农业发展

紧扣南阳脉动 助推经济腾飞
——看南阳高校如何“接地气”

□南阳观察记者 李 铮 刁良梓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