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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常 态 下 看 通 许 速 度
本报记者 童浩麟 本报通讯员 韩 冰 王新杰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
风，通许县人民谋在深
处，干在实处，求跨越，
大发展，日新月异的通
许大地快速崛起的铿锵
步伐，催人奋进，鼓舞人
心！

今年以来，面对异
常严峻的经济形势，通
许县上下牢牢把握“好
中求快”总基调，多项施
策，精准发力，交出了稳
定增长、质态趋好和民
生改善的新成绩单。

经济企稳回升。上半年，通许县生产总
值增长 8.6%，高出开封市平均水平 0.1 个百
分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 32.1%，比一季度回
升 5.8 个百分点，增幅位居全省县区第二位；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3.2%，增幅居市
属县第二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 9.6%，
增幅居市属县第一位。在全省公布的上半
年 5 项县区主要指标中，通许县全部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

质效稳步改善。今年上半年，通许县三
次产业比例调整为 20.5∶41.5∶38，一产占比
下降到 20.5%，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2.7 个百分

点，三产占比上升到 38%，比去年同期上升
了 2.9 个百分点，拉动全县经济增长 3.9 个百
分点；全县税收增幅高于全省 26.2 个百分
点，居全省县区第三位；固定资产投资、建筑
业营业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税收收入增
幅均居市属县第一位。在全省、全市呈现

“缓中趋稳、稳中向好”态势的基础上，通许
县“好中求快”总基调得以基本实现。

积极因素累加。其他地方一样，通许县
面临三期叠加，各种困难问题交织，但通许县
在“谋大事、谋转型、谋业态、谋机制”上做了
大量的努力，并把这些思路、想法落实到行动

中。在谋大事上，产业集聚区在晋升为省一
星级产业集聚区的基础上，今年，通许县提出
争创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目标，已通过
初审；积极争创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已通
过专家组评审，等待省科技厅认定。在谋转
型上，面对电动车产业发展的困境，全县提出
走错位发展的路子，发展特种电动车，规划建
设了特种电动车产业园；走转型升级的路子，
支持沃隆车业研发出通许第一辆真正意义上
的四轮电动车，目前已进行批量生产；走科技
创新的路子，与清华大学合作，共建了电动车
产业研究院和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全力推动

电动车产业转型升级。在谋业态上，积极发
展电子商务，成立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并开通
了推介通许产品的咸通网，正积极筹备省级
电子商务示范县创建。同时，总部经济引进
和协税工作扎实推进，上半年通许县成功引
进了 23 家企业总部。在谋机制上，针对当前
征地这一最大的难题，建立了项目征地一周
两碰头会商制度，着力推进 25 个重点征地项
目，目前 18 个项目实现突破。在融资难问题
上，成立 8个 PPP项目融资领导小组，7个项目
已进入省 PPP项目库，4个项目在开封市推介
会上发布。

主攻大项目，推进大开放，建设大载体，
经济发展后劲不断增强。2014 年，通许县新
引进 5000 万元以上项目 37 个，其中亿元以
上项目 33 个；引进省外资金 51.7 亿元，实际
利用外资 5300 万美元，出口创汇 2920 万美
元。

在招商过程中，通许县突出主导产业，
创新思维方式，多举措招商、多领域招商、多
渠道招商。尤里卡电机、卓亚模具等项目成
功引进，实现了电动车核心部件本地化的重
大突破，上市公司三友集团、牧原集团顺利

落地，宗申集团、五星钻豹集团等 30 多家企
业在该县设立总部。

项目建设步伐加快。2014 年，通许县坚
定不移地把项目建设作为主战场，打响“百
个项目、百日攻坚”大会战，谋划实施了 124
个项目，实行“四个一”工作机制和月观摩评
比督导机制，项目投资额度再创历史新高。
其中，列入省、市重点项目 32 个，完成投资
111.8 亿 元 ，荣 获 市 重 点 项 目 建 设 先 进 单
位。进入 2015 年，通许县抓住项目建设的黄
金期，认真做好年初全县确定的 163 个重大

项目，作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撑。
“两区”建设再上新台阶。2014 年，通许

县产业集聚区新增建成区面积 1.9 平方公
里，累计达到 10.8 平方公里；新修自来水管
网 15 公里、天然气管道 10 公里；35 千伏变电
站投入使用；产业集聚区增加值完成 43.5 亿
元。特色商业区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水沃前
街、民生路南段、平安路中段顺利竣工，天然
气管网铺设完工，污水泵站主体竣工。特色
商业区建设在全市保持领先。

今年下半年以来，通许县委、县政府要

求全县各乡镇、各单位认真对照国家、省市
出台的政策，结合各自工作职责，对号入座，
一一抓好各项政策落实，持续释放全县促进
经济快速发展的政策效应。今年 7 月，通许
县委印发了《实施稳增长保态势十六个重大
专项工作方案》，明确了产业发展、重大基础
设施、新的增长点、保障支撑四大类 16 项重
点工作，对每一个专项都明确了责任领导和
责任单位。16 个重大专项成为通许县应对
当前严峻复杂经济形势，找准关键、精准发
力的重要抓手。

产业作支撑、城镇树形象、发展惠民生。
通许县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的引领作用，着
力构建和美新城、特色乡镇、美丽乡村梯次合
理的城乡发展格局。在县城建设过程中，实
现了迎宾大道中段绿化、人民路升级改造、丽
星路西段、康力路北延等工程。2014年，完成
县城生态水系规划，实现“三河三湖”贯通，滨
河公园重新启动，岳家湖公园基本建成。

同时，通许县强化城区绿化管理，新增

城区绿地面积 21 万平方米，省级园林城市创
建成果持续巩固。教育园区建设步伐加快，
文化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中心医院、中西
医结合医院基本建成，丽星小学投入使用。
污水处理厂提标扩建、新垃圾处理场稳步实
施。建立了城市公交系统，群众出行更加便
捷。大力开展环境卫生、马路市场和“两违”
专项整治，城市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乡村面
貌明显改观。投资 2400 万元，实施小城镇综

合提升工程，强化“六项整治”，主攻“六项建
设”，乡镇面貌显著改善。

稳步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目前，8 个
社区达到入住条件。大力推进生态廊道工
程建设，完成造林 1.54 万亩，顺利通过了省
级林业生态县复核验收。创建省级生态乡
镇 1 个、生态村 3 个，市级生态村 6 个。投资
1500 万元，完成了朱砂镇美丽乡村项目。投
资 1000 万元，开展了“清洁家园·美丽乡村”

活动，整治行政村 112 个，建成示范点 3 个，
荣获省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先进县称号。城
乡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投资 3459 万元，
改建县乡道路 20.2 公里、桥梁 97 延米，认真
实施了省农村道路“十百千”示范工程，改建
村道 46 公里。投资 917 万元，养护干线公路
85.6 公里、村道 140 公里，创建省级文明示范
路 19 公里。着力完善农电设施，改造农网线
路 50 公里，新建供电台区 17 个。

过去几年，通许县在发展规划中，持续
加大民生投入，仅 2014 年，各项民生支出
12.5 亿元，支出较上年增加 1.1 亿元。教育
事业深入推进。全面实施了学校精细化管
理和学区制管理，启动了新一轮学前教育三
年行动计划。发放教育奖补资金 987.6 万
元，落实基建和信息化资金 4607 万元。实现
达标学校建设 45 所，新建改扩建幼儿园 15
所。文化事业稳步发展。继续实施文化惠
民工程，送戏下乡 220 场，放映农村公益电影
3648 场。启动了农村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
转换工作。卫生计生事业不断进步。深入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实现了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全覆盖。新农合支付方式更加便捷，补偿

参合农民 216.8 万人次，累计补偿医疗费用
2.3 亿元。加大医疗条件改善力度，改造乡
镇卫生院 3 个、新建乡镇卫生院周转房 1
栋。保障水平持续提升。累计发放养老金
3.09 亿元、低保金 4273.6 万元、五保供养金
633.3 万元。完善失地农民政策，发放失地
农 民 养 老 补 贴 270 万 元 。 新 增 城 镇 就 业
5787 人，实现失业再就业 2291 人，发放小额
担保贷款 1.07 亿元。建成公租房 695 套，廉
租房实物配租 173 户，改造农村危房 1800
户。社会福利中心即将投入使用。投资
5932 万元，解决了 10 万农村居民的饮水安
全问题。社会管理进一步创新。在全省率
先实行了社会保障卡“一卡通”工程，发放保

障卡 20 万张。健全关爱留守儿童长效机制，
新建爱心家园 39 个。稳步推进社区矫正工
作，积极提高法律援助水平。社会大局保持
和谐稳定。推动军民融合深入发展，再次荣
获省双拥模范县称号。实行“一单式”工作
法，落实“信访夜市”工作制度，再次被评为
全省信访工作先进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大力实施节能减排工作，对加油站进
行了油气回收改造。民族宗教管理进一步
加强，民族“三项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城关
镇荣获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乡镇。开展了

“打盗抢、反暴恐、保稳定”专项行动，严厉打
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扎实开展消防、交
通、烟花爆竹、成品油、食品药品等领域的安

全监管，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不断提
升。

今年 7 月 30 日，省环保厅首次公布了全
省县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全省 158 个
县区中，通许县空气质量排名第三。截至 9
月份，在通许县举行的留守儿童、农村基层
四项基础制度等省、市各类专题现场会达到
了 6 个。通许县良好的发展态势受到了各级
领导的关心、关注和关怀，更加坚定了县委、
县政府加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付出的是智慧和汗水，收获的是金秋十
月的硕果累累。看通许大地，已是生机盎
然、商贾注目；望前景未来，更加灿烂辉煌，
令人神往。

多项施策，精准发力，综合实力更强

抓项目促投资 产业后劲更足

强管理优环境 城乡面貌更美

重民生强保障 群众实惠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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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委书记吉炳伟（左四）到通许县调研四项机制建设 开封市市长侯红（左三）到通许县企业调研 通许县委书记路云、县长尹春华深入企业调研

电动汽车生产车间

美丽乡村——岳寨

留守儿童在辅导员关爱下成长

粮食喜获丰收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微型电动汽车产品展示微型电动汽车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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