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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是个不事张扬的城市，现

在却不由自主地引人注目了。

在最新公布的河南省 2014年

度市县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考核评价

先进县市名单中，荥阳市位列第一。

消息传来，连荥阳人自己多少

也有些意外。这是该市首次在全省

的综合评价竞争中脱颖而出。去

年，省社科院发布的河南 108个县

（市）经济发展质量排名中，荥阳位

居第五，在河南省“十快”产业集聚

区中排名第二。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荥阳市

在激烈的竞争中，如何抢得头筹？

从考核评价体系的11项指标中可以

看出，荥阳在“发展、富民、生态”中

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特色的道路。

城市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产业的竞
争。荥阳市委书记宋书杰强调，我们的目
标是“工业强市、三产兴市、农业稳市”，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统筹推进，坚定不移
地抓好产业集聚区这个科学发展载体，努
力打造以现代农业为基础、基础产业和先
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的
现代产业体系。

荥阳东部，中原西路北侧，这里汇集了一
个品牌世界：沃尔沃、卡特彼勒、山东临工、小
松……名副其实的国际工程机械产业园。

此前，荥阳的装备制造业还停留在产业
链的低端，以生产低附加值产品为主。一直
以来，荥阳传统阀门产业一业独大。如今，
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产业正在荥阳集聚。

荥阳产业集聚区办公室副主任茹红培
告诉记者，以生产焊接与切割机器人为主
的凯安公司厂房主体完工，年内有望投产，
国内最大的自动化调漆设备今年也将投
产。智能滴灌设备、通信光缆、碳纤维等高
精尖项目纷至沓来……

转型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荥
阳坚定不移地抓好产业集聚区这个科学发
展载体，坚持以增量调结构，在做大增量中
求变求新求好。

生产性服务业风起云涌。五洲国际工
业博览城已成为荥阳东区的新地标，吸引
了大量五金、物流企业入驻。

以超硬材料为主的新材料产业和以重

型机械为主的装备制造业是荥阳的两大工
业主导产业。荥阳把产业集聚区建设作为
主战场，围绕主导产业，新签约南车、华晶
超硬材料等超亿元项目 30 个，总投资 149.8
亿元；跟踪在谈电梯产业园等项目 47个；谋
划对接中煤科工、军民融合产业园等项目
22 个。省市两级重点建设项目累计完成投
资 174.5 亿元，占年计划投资的 160.8%，国
机精工、国际工程机械产业园等 34 个项目
开复工。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达到
413家，产值超亿元企业 262家，发展的支撑
日趋巩固，形成强劲的经济增长点。

荥阳市产业集聚区是“两化融合”试验

区，2014 年规模以上企业业务收入超 280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82.5 亿元。五龙产业
集聚区荣获“河南省首批特色装备制造（建
筑机械）产业园区”。

战略性产业异军突起。新材料产业园区
将专利导航的做法普及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
域，产学研政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逐步完
善。去年，荥阳市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
营业务收入1500亿元，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
820亿元；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47家。

产业集聚发展，基础设施要先行。随
着沿黄快速通道、科学大道、中原西路、陇
海西路逐步开通，郑州西站的投用、郑上新

区、有轨电车的建设，进一步放大荥阳的交
通区位优势，为荥阳坚持转型发展，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增
长空间，也使荥阳郑州都市区、郑上新区建
设中的重要地位越发凸显。

荥阳市发挥距离省会郑州最近的区位
优势，着力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大力发展
都市型现代农业，引进新兴服务业态，精心
打造特色商业区，不断增强流通领域活力，
彰显楚汉文化、沿黄旅游产业，发展特色旅
游。以建设郑州近郊休闲体验游最佳目的
地为目标，谋划打造沿黄旅游产业带。孤
柏渡飞黄景区成功创成 4A 级景区。“一带
五区”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有序推进。

今年，荥阳将依托产业集聚区，以实现
产业集群化、信息化、智能化和品牌化为目
标，着力打造以南车、卡特彼勒等战略性企
业为龙头、优势支柱产业为支撑、产业集聚
区为载体的现代装备制造业体系，形成拳
头效应，提升承载功能，打造千亿元级装备
制造业产业集群。

荥阳推进新型工业化，围绕科学大道
两侧，打造科技工业走廊，加快谋划对接军
民融合产业园、电梯产业园、智能机器人制
造，积极发展电子信息、环保节能、新能源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新的工业增长
极。整合提升传统产业，规划建设建筑机
械产业园、游乐设备产业园，着力推动传统
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高速发展的现代装备企业

打造产业集群“升级版”

春日暖阳下的万山湖一派生机，人们
在湖边悠闲的垂钓，退休干部孙先生感慨
地说，城市生态好了，越来越多的公园、广
场让老百姓有了更多的休闲选择，生活更
健康，心态也更年轻。

环境改变生活。家住荥阳东区的温女
士也有着深刻的体会，如今她选择每天步
行 30 分钟上班。科学大道两旁的生态廊
道，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走班一族”。

荥阳山川秀美，人们对生态有着特殊
感情。抓住生态文明建设这篇大文章，才
能有转型发展的锦绣前景。荥阳决策层深
刻认识到，要实现可持续的均衡发展，决不
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一时的经济
增长，决不能以牺牲绿水青山为代价换取
所谓的“金山银山”。

换个活法，把家园建成公园。荥阳市先
后取缔落后水泥生产线 11 条，小土石灰窑
114座，实心黏土砖瓦窑厂89家，碳素间隙窑
生产线 58 条，小火电企业 4 家 31.6 万千瓦，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削减。建设生态

廊道 110公里，完成植树造林 2.1万亩，新增
城市绿地 93万平方米。目前，荥阳已有省、
市级森林公园6处，森林覆盖率达到33.5%。

荥阳率先在全省县级市中建立了农村

垃圾，村收镇运集中处理机制，有效解决了
困扰农村多年的垃圾处理问题；建起 45 座
农村污水处理站，使整治范围内饮用水水
源地得到有效保护，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污

染得到有效治理，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人居
环境全面改善，基本实现了“村在林中，路
在树中，人在景中”。

水是城市的灵魂，荥阳以生态水系建
设为重点，突出索河、汜河、枯河三大流域
和南水北调中线干渠两侧区域，做好水文
章。建设美丽乡村，荥阳积极推进乡村清
洁工程建设以及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如
今，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压力，一场大气污
染专项治理攻坚战在荥阳打响，燃煤污染
防治、机动车污染治理和扬尘污染控制被
列为污染治理的“三大主体工作”。

今后，荥阳市将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
济发展新常态，突出让人民群众生活更美
好，围绕“抓改革创新、强投资开放、促结构
转型、求民生改善”总体要求，以“三大主体”
工作为统揽，坚持工业强市、三产兴市、农业
稳市，着力调结构稳增长、抓城乡促统筹、惠
民生保稳定、优环境强保障，加快建设富强
荥阳、美丽荥阳、平安荥阳、文明荥阳，促进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

荥阳市植物园

努力把家园建成生态园

不让一个人在致富路上掉队

荥阳缘何拔头筹
□郑州观察记者 徐建勋 何 可

加快发展，最终目的是改善民生。
荥阳决策层形成共识：把保障和改善

民生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努力让广大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
让发展与民生同步升级。

2014 年，荥阳用于民生事业的财政资
金达 25.2 亿元，民生支出占公共财政预算
支出的 78.4%。市人民医院改扩建项目开
工建设，市卫生服务中心正式投用；新建成
3 个小区配套幼儿园，二中、二幼建设稳步
推进……

在荥阳，40 个省市级贫困村特别让人
牵挂。

脱贫致富，是贫困群众的梦想。
出荥阳市区，汽车在南部山区的崎岖

山道上蜿蜒前行半小时，省级贫困村崔庙
镇郑岗村出现在薄雾中。山洼一块较平整
的山地里，村民郑天佑正在精心侍弄一株
株柿树苗。

“去年晒了 1000 多斤柿饼，算下来能
赚 2000 多元钱！这都得感谢马书记，她来
俺村举办首届柿子文化节，柿饼不愁卖
了！前些天俺家又新栽了 150 棵柿树。”郑
天佑高兴地说。他所说的马书记，是荥阳
市派驻崔庙镇郑岗村的第一书记马淑艳。

2014 年 9 月，马淑艳与其他派驻到贫
困村的 200 名干部一样，脱离了原来的职
务，作为一名“挂包驻联”帮扶队员被派驻
到崔庙镇郑岗村开展为期两年的驻村帮扶
工作。马淑艳告诉记者，“帮老百姓卖柿饼

只是帮驻村工作组改善群众生活的第一
步”，今年他们将扩大郑岗柿子种植规模，
提升加工制作机械化水平，变传统晾晒为
大棚吊晒，进一步提升柿饼品质，打响“郑
岗柿子”的品牌，从而让村民增收致富。

郑岗村是荥阳市 40 个重点帮扶的省
级贫困村之一。据了解，去年荥阳市聚力

“双基”建设，40 名县处级领导牵头挂点，
40 个市直单位对口包村，单位一把手任组
长，科级干部任“第一书记”，单位中层业务
骨干任队员，组成 40 个工作组，与该市 40
个省、市级贫困村结对，实施“挂包驻联”帮
扶工程，旨在通过实施精准帮扶，彻底转变
贫困村整体面貌。

今后 6 年，荥阳将连续实施帮扶工程，
开启贫困村的脱贫致富之梦。

这些年，有个安稳的家，一直是李天西
老人的梦想。如今，这个愿望实现了。

“这辈子做梦也没有想到能住上这样
敞亮的新房子，下雨天再也不发愁了！”75
岁的李天西激动地指着他的新房子对记者
说。

市人社局驻刘河镇分水岭村工作组在
走访调研中，了解到克沟组 75岁李天西、东
脑组 64岁李占业两位孤寡老人仍居住在年
久失修的危房窑洞里。为帮助老人改善居
住条件，工作组筹集资金，仅用 12 天时间，
就为老人新建了两栋建筑面积各 40平方米

左右的彩钢瓦房，并置办了家居生活用
品。修路、兴建饮水工程……工作组真正
成为了困难群众的贴心人。

不仅解难纾困，更要培育壮大贫困村
集体经济。各个工作组抓长效、利长远，充
分挖掘一切可利用资源，帮助贫困村新上
一批具备“造血功能”的扶贫项目，通过开
展林果种植、畜牧饲养、劳务输出、近郊生
态农业观光旅游等方式增加村集体经济收
入。

高村乡是河阴石榴种植基地，枣树沟
村地处高村乡西北邙岭，市畜牧局驻村工
作组根据枣树沟村情村貌，引导成立了枣
树沟村柴鸡养殖合作社，统一负责村民的
鸡苗购进、饲料采购、产品销售等事务。截
至目前，该村已有 102 户村民参加了养殖
合作社。实施石榴树下散养柴鸡的林下养
殖项目，让村民摆脱一年只收一季果，一年
只收一月钱的困境，开始过上果树上面结
果子，果树下面养鸡子，天天收鸡蛋，月月
有收入的好日子。同时，驻村工作组争取
扶贫资金 70 万元，用于该村果园灌溉配套
设施、生产道路修建、电网改造等基础配套
设施建设。

据统计，从去年 8 月至今，短短半年多
时间，荥阳市“挂包驻联”贫困村帮扶工作
协调有序推进，帮扶工作硕果累累。截至
目前，40 个贫困村累计筹集资金 1400 万
元，平均每村 30 多万元；已完成项目 61 个，
在建项目 44 个。

“第一书记”让郑岗柿子打响品牌

荥阳市城区风貌荥阳市城区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