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郸城：“五区联动”歌满天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刘杰 胡恩来

商务中心区不到两年时间荣膺全省“十快”、全市

“最强”；产业集聚区摘取全省“一星级”桂冠后，正顺利

申报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现代农业示范科技园获

省政府批准，全市唯一；金丹乳酸成功上市“新三板”，彰

显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龙头企业雄风；粮食生产实现

“十二连增”，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地位进一步巩固；34

名考生被清华、北大录取，创造了 4 年 108 名考生被“两

校”录取最多之县的辉煌佳绩……今年以来，面临国家

宏观经济下行严峻形势，豫东小城——郸城县各项发展

逆袭而上，各条战线捷报频传，为冲刺“十二五”写下精

彩答卷。

“近年来，我们紧紧围绕富民强县、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工作目标，牢固树立逢
先必争、逢奖必夺、勇创一流的工作精神，
统筹推进粮食生产核心区、产业集聚区、商
务中心区、教育文化区和老城区‘五区’建
设，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步入了良性循环的快
车道。”回眸“十二五”，郸城县委书记刘广明
这样说。

教育园区——
教育均衡发展“大手笔”

秋冬时节，天高云淡。漫步在郸城西
城校园路宽阔的大道上，放眼四周占地千
亩的“七校一中心”教育园区：北面，新建成
的郸城一高、实验中学、新潮职专、特殊教
育学校、教育社区……高楼座座，书声朗
朗；南面，正在建设中的新实验小学、第二
职业中专、教师进修学校、全民体育运动中
心……塔吊林立，机车和鸣。

“这里是新城区的核心地带，有 1100 亩
地，如果招拍挂县里起码收入 10 个亿，在上
面进行建设至少又要投入 20 个亿，能拉动
多少 GDP？但县里没有去搞开发，而是用
来建设新学校，打造优质教育资源，促进教
育均衡发展，顺应老百姓‘上好学’的期
盼。”郸城县教体局局长刘现营告诉记者。

教育园区项目实施 5 年来，已累计投入
15 亿元，这对于一个县财政年收入 6 亿元国
家级贫困县来说，确实是个“天文数字”。
目前园区 70%的项目已经建成投入使用，
其他项目正紧锣密鼓全面推进。

近年来，该县每年财政预算内教育经
费支出都占财政预算总支出的 30%以上，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12 个百分点。每年把
1—2 件教育重点工作列入全县十件惠民实
事，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县委、县政府定期
召开会议，专题研究解决教育问题，列出教
育十年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建设豫
东教育名城”的目标。

把发展教育当做最大的民生工程。倾
其人力、财力、物力，打造优质教育资源，以
教育园区为龙头，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换来的是教育事业花开满园，硕果盈枝。今
年高招，郸城 34名考生被清华、北大录取，创
造了 4 年 108 名考生被清华、北大录取的优
异成绩；全县中招成绩也连续七年稳居周口
市首位，同时各级各类教育均衡协调发展，
全国“幼儿教育先进县”、全省“教育工作先进
县”、“职教强县”等各项荣誉纷至沓来……郸
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豫东小县，短短几年，
却因教育声名鹊起，享誉中原。

产业集聚区——
科技创新“生双翼”

花木灼灼，杨柳依依；阡陌纵横，周道
如砥。置身郸城产业集聚区，一条条宽阔
平坦的道路四通八达，像是一条条推动科
技创新的大动脉，将沿线集聚的数十家科
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人才创业创新项
目，一同驶上了快车道。

作为一个县级产业集聚区，令人惊叹
的是这里有 1 个院士工作站、2 个博士后工
作站、9 个国家和省级技术研发中心，30 多
名博士后科研人员及高级工程师常年在这
里从事科研工作。5 年来，该县产业集聚区
企业先后获得国家和省级科技进步奖 18
项，申请专利 161 件。其中，承担国家“863”
计划和国家创新基金项目 6 项，先后荣获科
技进步奖 32 项。金丹乳酸研发的“L-乳酸
产业化关键技术与应用”技术填补了国内
空白，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年销售额
17.2 亿元，在乳酸行业亚洲第一，世界第
二。全国食品工业优秀龙头企业天豫薯
业 ，创 新 生 产 工 序 使 淀 粉 纯 度 提 高 到
99.99%，刷新了国家标准，20 多种产品远销
韩国、日本等国。全省第一、全国排名第二
的圣光集团医疗器械产业孵化园顺利入驻
园区。该县产业集聚区先后被评为全省新
型工业化示范基地、最具产业竞争力集聚

区和最具投资吸引力产业集聚区，目前正
积极申报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目前，郸城产业集聚区项目建设如火
如荼：圣光医药年产 30 亿支一次性输液器
和注射器项目，人福百年康鑫医药年产口
服液 6.4 亿支抗病毒口服液项目，巨鑫生物
科技年产 6000 吨医药中间体项目，金丹乳
酸年产 5 万吨耐热级乳酸升级改造项目，通
驰电缆年产 100 万千米特种电缆项目，英耐
姆年产 1.5 万吨新型复合材料搪瓷钢板项
目……一个个投资上亿元的科技产业项目
在这里落地生辉。

“正是凭借科技的强大支撑，去年产业
集聚区主营业务收入 283.3 亿元，上缴税收
4.6 亿元，安排从业人员 4.6 万人，工业增加
值完成 59.3 亿元，主导产业增加值完成 28.7
亿元。产业集聚区已经成为县域经济发展
的‘永动机’。”郸城县产业集聚区党委书记
王辉深有感触地说。

商务中心区——
提挡加速“郸城速度”

位于郸城县城西南新城区内的商务中
心区,规划面积 1.75 平方公里，于 2013 年 10
月正式批复，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名列
全省“十快”、全市“最强”商务中心区。

该县把打造商务中心区作为三产发展
的支撑点和强力引擎来抓。坚持以开放招
商“一举求多效”，积极推行精准招商、以商
招商、中介招商、专题招商、集群招商。去
年以来，商务中心区引进企业 10 余家，同时
对接成熟的有润商城市广场、华睿时代广
场、义乌小商品城等商贸项目 5 个。

为营造良好招商环境，该县推行项目
建设“一站式”服务，落实项目领导分包责
任制，每一个项目从开工到竣工都有一名
处级干部一抓到底；坚持项目建设联席会
议制度，及时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定期进行现场观摩督察，组织职能部门现
场办结园区建设中遇到的难题。

该县着力破解商务中心区要素瓶颈，
通过盘活土地存量，调整用地结构，储备土
地 2000 亩，保证了项目建设用地；通过银企
合作和优化配置民间资本等措施，吸引多
家金融机构和民间融资机构投资园区企
业。并不断完善商务中心区公共服务，园
区新建、改造道路 3.8 公里，“六纵三横”9 条
道路和绿地广场建设已全面启动。

目前，商务中心区入驻企业 14 家、个体
工商户 256 家，吸纳就业人员 4200 多人，亿
元以上开工建设项目 7 个，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 10.5 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0.6 亿元，
税收收入 7999.4 万元，实际利用省外资金
6.5 亿元。

据该县商务中心区管理办公室主任徐
钊介绍，去年年初，万洋国际商贸博览城、
陆鼎国际商贸城、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润
商城市广场、新合鑫华睿时代广场等一批
大项目上演了组团扎推入驻商务中心区的

生动场面，标志着园区建设全面提挡加速。

粮食生产核心区——
粮安天下“十二连增”

初冬的豫东大地，麦绿如毯，蕴育生
机。郸城县把粮食生产作为推进现代农业
发展的重要抓手，以打造全国粮食生产核
心区重点县为目标，强化措施，深挖潜力，
多措并举，取得了显著成效。2011—2014
年连续四年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2003—2015 年连续 12 年实现粮食增产增
收；特别是今年又创新纪录，全年粮食总产
预计达 25 亿斤以上，在广袤的豫东平原谱

写了粮安天下的华丽篇章。
该县狠抓高标准粮田建设，夯实粮食

生产基础。自 2012 年起，把高标准粮田建
设纳入政府目标管理，常抓不懈。通过整
合资金，聚拢政策，集中布局，逐步推进，集
中打造田地平整肥沃、灌溉设施完善、农机
装备齐全、技术集成到位、优质高产高效、
绿色生态安全、年产粮食稳定达 1250 公斤/
亩以上的永久性高标准粮田。

“五年来，全县已累计投入建设资金 8.4
亿元，建成高标准粮田面积 60 余万亩，打造
出了一批百亩方、千亩方和万亩方，全面提
升了粮食生产能力，筑牢了农业丰产丰收
的基础。”郸城县农业局局长张家全介绍。

该县大力推进粮食生产规模化、集约
化发展。以鼓励和培育种粮大户、家庭农
场、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积极推进
土地流转承包，发展粮食生产。目前全县
已发展规模以上种粮大户 600 多户，培育以
粮食生产为主的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
社 230 家，流转土地面积达 30 多万亩。同

时对土地流转发展粮食生产进行财政扶
持，激发了新型农业经营组织的种粮热情，
为粮食生产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活力。

着力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促进
粮食生产的农机农艺融合。目前全县大中
型农业机械化作业率达 90%以上，秸秆还
田率达 60%以上，小麦机耕、机播、机收率
达到 100%。

以技术推广为手段，提高粮食生产科
技含量。该县通过高产创建示范活动，强
力推进先进成熟的小麦、玉米生产新技术
普及，为粮食生产树立了大批高产典型；以

“百名科技人员包百村”活动为平台，让农
业技术人员与农民手把手、面对面地开展
技术指导，创造出了 5 亩小麦平均亩产 1580
斤、10 亩玉米亩产 1830 斤的郸城县最高纪
录。通过连续多年的不懈努力，该县粮食
生产的科技贡献份额逐年增加，粮食生产
科技水平空前提高。

老城区——
升级改造换新颜

傍晚时分，华灯初上。郸城南街小广
场，歌舞飞扬，工作一天的人们正尽情地跳
舞健身，这与半年前的脏乱差、拥堵塞形成
了鲜明对比。这就是投资 320 万元刚刚完
成的 7700平方米老城区小广场改造项目。

“近年来，我们坚持统筹新老区发展、
实现新老区共生共荣的理念，通过落实旧
城改造项目，老城区面貌焕然一新，城市功
能配套进一步完善，城市交通出行进一步
便利，城市人居环境进一步优化，城市品位
进一步提升。”郸城县规划办主任徐其中介
绍。

五年来，该县先后争取上级项目资金

13.4 亿元，县财政配套资金 4 亿元，新修道
路 134 公里，打通了县城内 6 条“断头路”，
城区道路形成“十纵八横”的交通网；投资
2.2 亿元改造 15 个棚户区和城中村，建成面
积 61 万平方米安置 3800 余户；计划投入
4200 万元的蓝天碧水洺河治理及 11500 米
的配套管网工程建设项目，已完成 85%；投
资 1600万元总长 6900米小街小巷改造项目
完成 90%；完成了投资 1200 万元的“引黑入
洺”工程，县城中心河重现碧水蓝天。

经过近年来的建设，老城区旧城改造
进展迅速，棚户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新型农民社区等项目同时驱动，一栋栋
崭新的楼房拔地而起，一个个标准化小区
如雨后春笋般展现在人们面前，一片片棚
户区正在旧貌换新颜，这里的居民分享着
城市协调发展带来的“最大红利”。

“创新激发活力，责任提振动力，实干
结出硕果。我们要继续唱响‘五区’联动
歌，再绘富民强县新篇章。”展望“十三五”，
郸城县县长罗文阁信心满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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