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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年伊始，红彤彤的灯笼和热腾腾的饺子
还在洋溢着喜庆的气息。在兰考这片红色沃
土上，干部群众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干劲热火朝
天。

2 月 25 日，正月初七，上班的第一天，县委
宣传部驻许河乡东埽怀村扶贫工作队就马不
停蹄地下了村，来到困难群众家中嘘寒问暖。

27 日，兰考县堌阳镇后双井村党支部书记
汤二法埋头坐在自家书桌前备课。村支书备
课？原来，是接到县委组织部通知，汤二法要
在即将举办的全县村支部书记培训班上讲一
讲自己带领群众致富的经验。

28 日，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在兰考县焦裕禄
干部学院报告厅召开，擂响了新年新征程的战
鼓……

2014 年，兰考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扎
实开展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
面深化改革，统筹推进发展，兰考干部赶考成
绩喜人：

全县生产总值完成 213.9 亿元，增速位居
十个直管县第 1 位；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11.3 亿元，增长 22.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18357 元，增速位居十个直管县第 2 位。

新 年 开 启 新 征 程 ，新 常 态 孕 育 新 机 遇 。
2015 年，兰考县提出：明确实施扶贫攻坚、探索
新型城镇化、建设美丽乡村“三大任务”，抓住
产业支撑、开放带动、基础先行“三个关键”，做
好改善民生、试验示范、扛好旗帜“三张答卷”，
向着“三年脱贫，七年小康”的宏伟目标奋力前
行。

实现目标，关键在干。“坚持政府、市场、农
户、科技、金融‘五轮’驱动，打好扶贫开发攻坚
战。”兰考县县长周辰良坦言兰考县落实“三年
脱贫”的具体举措。完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
从县直单位和乡镇选派 115 个工作队驻村帮
扶，抓好专项扶贫项目推进，大力实施黄河滩
区移民迁建工程，投资 1.2 亿元实施姚寨村移
民迁建工程，确保年底完成搬迁任务。

产业集聚区、商务中心区是兰考县培育产
业体系形成、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载体。2015
年兰考县将通过加快完善载体功能、持续壮大
主导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培育新
兴产业等措施持续完善提升“两区”建设。

培 育 农 业 产 业 化 集 群 是 农 业 发 展 的 方
向。“我们将积极推进‘农牧奶’一体化、肉鸭产
业化、农光互补发电等农业产业化项目建设，
再用两年时间，打造 3 个年主营业务收入超 50
亿元的农业产业化集群。”兰考县农林畜牧局
局长梁冠一信心满满地说。

兰考县把实施开放带动作为发展经济的
主战略，抓住被列入全省对外开放重点县的机
遇，继续开展大招商、招大商活动。同时，兰考
县紧抓被列入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重
大机遇，完善城乡规划，深化“六城联创”，全面
提升城镇化水平。

千川汇海阔，风好正扬帆。在全县三级干
部会上，开封市委常委、兰考县委书记王新军
对全县党员干部提出要求，“我们必须群策群
力、尽心尽力，做好‘精神变物质’这篇大文章，
以干部作风的新气象、城乡面貌的新变化，不
断展示焦裕禄精神的强大生命力。”③10

准备入驻标准化厂房

10 家企业签约近

邓州

为回乡创业者
搭建好平台

本报讯（记者李 铮 通讯员盛志国）3 月 9
日，在邓州产业集聚区标准化厂房项目区内一
片繁忙的建设场面，10 栋近 10 万平方米标准化
车间已基本建成。

“春节期间，不少人来询问厂房和项目租赁
事宜，我们发现很多创业人士都面临建厂房难的
问题。”邓州市财政局副局长王红斌说。不少有
意返乡的创业者，因自身实力较弱，建厂房阻碍
了他们回乡创业的道路，同时本土有不少企业想
扩大生产规模，但苦于资金有限。

针对这一状况，邓州市在产业集聚区东部
八里王居委会，上马了标准化厂房项目，租赁
给创业者使用。其中 18 栋四层标准化车间
166140 平方米，2 栋二层仓库 4612 平方米，1 栋
9 层职工公寓 14571 平方米，1 栋 6 层综合写字
楼 7384 平方米，1 栋 3 层餐厅楼 2345 平方米，停
车场 52271 平方米，绿化面积 23812 平方米。
这一举措受到许多返乡创业人士的欢迎。

据了解，该项目按照“标准化建设、公司化
运作、园林化环境、物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
打造一流的工业园区”理念，主要为汽车零配
件、电子、服装类产品制造企业提供厂房、办
公、生活、娱乐等全功能配套服务。

目前，该市产业集聚区标准化厂房已有爱
华电子、乐普电子等近十家企业签约准备入
驻，另有 10 余家企业意向入驻。③7

新年，
兰考踏上新征程
□本报记者 童浩麟

本报通讯员 孙百乐 李宇翔

< >县域传真县域传真

直管这一年，牛屯镇迎来了难得发展
机遇，滑县县城至长济高速的快速通道
——政通大道建成通车，牛屯镇作为滑县
距离郑州最近的南大门，站到了发展的“顺
风口”。我们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大力发展
金银花、杨梅等特色农业种植；发挥交通区
位优势，引进项目 11个，总投资 3亿元；规
划建设滑县火车南站物流园区。

——滑县牛屯镇党委书记 王志超
过去一年，滑县强力推进城市建设，

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指数不断攀升。卫河
路改造、向阳路东延等“九路一桥”建成通
车，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农村危房改造工程
任务完成，新铺设市政管网 8.41 万米，污
水处理厂中水回用工程建成投用。

——滑县住建局局长 仝亚平
直管一年来，滑县不断加强产业集聚

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我们外来企业的发
展环境；并实行县级领导包抓重点项目管
理责任制，及时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开通服务企业的“绿色通道”，
我们很看好企业在滑县的发展前景。

——河南永达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自强

过去一年，我们村大力发展温室大棚
种植，把瓜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办得红
红火火。目前，全村温室大棚 577栋，面积
2300亩。村民们凭借勤劳的双手，加上国
家的惠农政策，走上了致富路。

——滑县慈周寨镇北李庄村党支书
刘洪选

过去一年最大的感受，就是农民种地
更方便省心了，农利基础设施大幅改善，农
技人员送服务到田间地头，玉米实现机械化
收割，小麦播种一次性到位。去年粮食亩产
达2400多斤，其中小麦亩产1100多斤，玉米
亩产约1300斤，又是一个丰收年。③12

——滑县白道口镇黄村种粮大户
于同勤

谋事干事
砥砺奋进

行走在滑县慈周寨乡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
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映入眼帘：一座座蔬菜大棚
整齐排列，棚内的圣女果、茄子、辣椒硕果盈枝。“通
过扶贫项目，我学到了现代农业技术，享受了到户
增收补贴和互助社借款，投资 11 万元建起两栋温
棚，发展越冬圣女果、秋季韭菜种植，一年净赚五六
万元，大棚种植圆了我脱贫致富梦。”该县慈周寨
镇北李庄村聂振江心存感激地说。

滑县是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新一轮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开展以来，坚持整体推进与精
准扶贫相结合，初步探索出一条具有滑县特点的
扶贫开发路子，累计实现 10万贫困人口脱贫。

扶贫开发工作中，该县大力实施“雨露计
划”、“新型农民职业技术培训”等工程，帮扶困难

群众提高脱贫致富能力，通过“公司+基地+农户”
的模式，引导永达肉鸡、滑丰种业、安绣等企业吸
纳贫困群众就业，带动 1.2 万人脱贫致富。近年
共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45 亿元，投放扶贫贴
息贷款 1 亿元、小额担保贷款 4.2 亿元。

今年，他们将重点抓好 178 个贫困村的脱贫
致富，实施精准扶贫；选派 536 名党员干部进村入
户、结对帮扶，进一步完善“四位一体”帮扶机制；
全年实现 5.8 万农村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力争到
2016 年底实现全县整体脱贫。

“省直管县是行政管理体制的一次大变革，
对县域经济发展来说则是一个大机遇，我们将以
此为契机，把‘河南粮仓’的高台越筑越高。”县委
书记董良鸿胸有成竹，信心满满。③12

2014 年，滑县抢抓省直管机遇，以省
委“三个总”战略谋划为指导，以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全县上下凝神
聚力、克难攻坚、勇于担当、砥砺奋进，汇
聚成赶超跨越的正能量，奏响了干事创业
的主旋律，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好的
趋势、好的态势。

“四事四气”鼓足干部队伍精气神。
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支持干事的、褒扬
勤事的、奖励成事的、鞭挞混事的、严惩坏
事的。谋事、干事、成事，已成为全县广大
党员干部的共识。要求大家在工作中，谋
事要有灵气，干事要有锐气，成事要有勇
气。紧紧抓住重点项目和作风建设“两大
抓手”，科学谋划项目，全力争取项目，高
效推进项目。在项目建设的一线识别干
部，在急难险重的任务面前考验干部，在
是否坚持原则、勇于担当中检验干部，真
正把那些德才兼备的好干部选拔出来。

“四 大 重 点 ”促 进 县 域 经 济 跨 越 发
展。现代农业奠定基础支撑，抓扶贫让农
民变富，抓粮食让农业更稳，创品牌让农
业更强，依托永达、牧原和光明乳业等

“农”字号龙头企业，实现农业资源就地转
化和延链增值，带动滑县农业发展、农民
增收、农村富裕；新型工业打造产业优势，
坚持产业集聚区和乡镇专业园区一主一
辅，两轮驱动，做大工业总量，推进经济转
型；招商引资增添赶超后劲，围绕食品加
工和装备制造两大主导产业开展招商引
资，为跨越发展注活力、添动力；基础设施
构建发展平台，把推进新型城镇化作为经
济新常态下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坚持

“一基本两牵动三保障”，构筑以城带乡、
以乡促城、城乡互动的新型城乡格局。

“三条底线”营造和谐发展环境。守
住民生改善底线，强化保障，统筹发展，大
力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全年民
生支出 34.7 亿元，让更多的幸福走进百姓
的家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全面开展安
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改活动，杜绝重
大安全事故发生；守住平安稳定底线，牢
固树立法治观念，健全信访矛盾纠纷排查
调处工作机制，实施依法逐级走访，扎实
推进平安滑县建设，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和
满意度。

新的一年，我们将按照省委省政府对
直管县的发展定位，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
常态，围绕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总目
标，持续抓好重点项目和作风建设“两大
抓手”，突出现代农业、新型工业、招商引
资、基础设施“四大重点”，坚守民生改善、
安全生产、平安稳定“三条底线”，做优一
产，做大二产，做活三产，着力调整经济结
构，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强化创新驱
动，着力夯实基础支撑，着力加强民生保
障，打好两年脱贫攻坚战，努力实现经济
社会发展新跨越，加快建设“富强文明、和
谐美丽、幸福宜居”新滑县。③12

滑县滑县：：续写续写““河南粮仓河南粮仓””的传奇的传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任国战任国战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张慧霞张慧霞 时昌宁时昌宁 张旭涛张旭涛

“以前上高速很不方便，公司销售运输成本高。政通大道通车后，

十几分钟就能上长济高速公路了。这样，运输成本降低了，企业效益

更好了。”滑县安新家具厂位于县城至长济高速的快速通道——政通

大道沿线的焦虎镇，3月6日，谈及通车带来的便利，该厂经理杨红亮

很是感慨。

长虹大道和政通大道是滑县境内连接县城和高速公路的两条快

速通道，去年刚刚开通，它们承东启西连南贯北，有效破解了长期制约

滑县发展的交通瓶颈，“田”字形开放式路网格局基本形成，初步融入

了郑州“一个半小时经济圈”。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大运河跻身

世界文化遗产、投资40亿元的大功河东岸片区改造启动实施、光明乳

业等多家知名企业相继入驻……一项项骄人成绩诉说着滑县过去一

年的辉煌。

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既是滑县上下锐意进取的结果，也是省直

管为“河南粮仓”带来大发展的具体体现。

直管一年
听民声

□□滑县县委书记 董良鸿

“丰收一个白马坡，养活清丰和南乐。”在滑县
白马坡、卫南坡 26.5 万亩高标准粮田示范区，绿油
油的麦苗在空旷的田野里茁壮成长。“我这块地，
过去缺电少井，小麦每亩只收七八百斤。现在修
了路、打了井、配了电、通了渠，去年虽然遇到了干
旱，而我家一亩地小麦仍然打了 1200 多斤。”说起
高标准粮田开发，滑县白道口镇西河京村村民黄
国兴直竖大拇指。

为挖掘粮食增产潜力，滑县大力推进高标
准粮田“百千万”工程建设，打造“永久粮仓”，
规划了高标准粮田万亩方 33 个，千亩方 38 个，
百亩方 10 个，总规划面积 155 万亩，目前已建成
93 万亩。同时，该县将 15 个高产创建万亩方安
排在建成的高标准粮田示范区，推行“一集成六
统一”高产创建模式，农机补贴、沃土工程、阳
光工程等科技项目同步跟进，实现了良种良法

配套、农机农艺融合，辐射带动全县粮食稳定均
衡增产。

2014 年，该县粮食总产 28.71 亿斤，连续 23 年
居全省第一，再次被农业部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
进县”，成为全国唯一蝉联 12 连冠的县，续写了中
国小麦第一县传奇。

该县立足农业资源优势，重点培育面品、肉
品、果蔬、林产品产业化集群，延长产业链条，提高
农产品附加值，最终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
前，全县拥有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4
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9 家，中国驰名商标 2 个，省
著名商标 15 个，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31 个，道口烧
鸡、八里营甜瓜、老庙牛肉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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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丰种业每年带动 6 万
农户增收 9000 多万元。

3 月 6 日，春寒料峭，滑县老庙乡徐固营村肖
全根家的鸡棚内温度达 34℃，1200 平方米的标准
化大棚内，此起彼伏的鸡苗叫声让人陶醉。“这个
棚的 1 万只鸡苗是永达公司昨天送来的，养成后
公司统一回收，俺的 2 个棚一年赚 20 万元不成问
题！”肖全根说。

今年四十出头的肖全根是个养殖专业户，过
去的十几年间，他养过鸭养过鸡还养过猪和羊，积
累了丰富的养殖经验，却限于销路、技术等问题一
直没能赚到钱。从去年开始，肖全根攀上了永达道
口食品公司的“亲戚”，他只管出力，公司提供技术
培训、养殖及财产保险、合同保护等服务，最大限
度地保障了他的利益。

投资29.6亿元的永达食品项目是滑县围绕主导
产业引进的重大项目之一，带动了 7000多户像肖全
根一样的养殖户发家致富。省直管以来，该县围绕
主导产业，突出精准招商，努力引进农副产品深加
工、装备制造等龙头企业，吸引中小企业配套跟进，
在产业链的建链、延链、补链上着力，不断加快产业
集群培育，全年共实施在建项目212个，亿元以上项
目 35个，实际到位固定资产投资 64.33亿元。其中
永达食品荣获“神十载人航天重要贡献奖”，华泰粮
机、维恩木塑列入省上市后备企业，盼盼门业、瑞晟
伟业投产运营，美的工业园、光明乳业、奥奇丽系列
日化产品基地等项目有序推进，牧原生猪养殖、五洲
国际新时代广场、丰悦针织等项目签约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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