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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氏名片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全国粮棉生产基地县

★全国林业百强县

★全国油料生产百强县

★全国生猪调出大县

★外商眼中的河南最佳投资城市

★中部六省综合实力百强县

★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考核评价先进县

★河南省经济管理扩权县

★河南省电价趸售优惠县

★河南省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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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氏县：西融北接谋发展 砥砺奋进铸辉煌

□本报记者 童浩麟 本报通讯员 孙俊旗

金秋十月、硕果飘香，丰饶的尉氏大地处处

洋溢着收获的喜悦，迸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近年来，在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尉氏县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境和繁重的发展任务，始终坚持五大发展理念，

紧紧围绕“西融北接、产城互动”的发展思路，积

极抢抓中原经济区与郑汴一体化发展、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重大机遇，强力实施“工

业集群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服务多元

化”四大战略，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发展，顺利

实现了“十二五”的圆满收官和“十三五”的良好

开局，步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

截至 2016 年年底，全县生产总值完成

338.2亿元，比 2011年增加 121.6亿元，年均增

长11%；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98.6亿元，比2011

年增加 198.9亿元，年均增长24.5%；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完成 111.9亿元，比 2011年增加 54

亿元，年均增长 13.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6.2 亿元，比 2011 年增加 11.1 亿元，年均增长

2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485 元，比

2011年增加8540元，年均增长 10.0%；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1638元，比 2011年增

加4840元，年均增长11.4%。

“过去的五年，是尉氏县经受考验、奋发有

为、成就显著的五年，是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的五年，是城乡面貌发生显著变化的五年，是人

民群众获得更多实惠的五年，是在跨越发展道路

上迈出坚实步伐的五年。”回顾过去五年的发展，

尉氏县委书记任洪河深有感触地说。

在加快工业集群化的道路上，尉氏
县以产业集聚区为平台，以招商引资和
项目建设为抓手，着力培育了纺织服装、
现代家居和健康医疗设备三大主导产
业。一是以鑫旺棉业、福甬服装为龙头，
集聚了65家纺织服装企业，形成了中部
地区最为完整的纺纱、织布、印染、制衣
一条龙的产业链条；二是以邦瑞家具、立
邦涂料为龙头，集聚了58家现代家居企
业，形成了由刨花板到高级地板、高档家
具及涂料、电器的产业链条；三是以优德
科技、中博、新中盟为先导，以投资 200
亿元、占地5000亩分三期建设的豫港国
际健康医疗器械产业园为承载的医疗设
备产业链，目前已集聚相关企业18家。

在探索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尉氏县
坚持“以产兴城，以城助产，以城聚人”的
发展理念，合理规划布局城镇配套设施，
促进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坚持前瞻性
规划、高标准建设、数字化管理，全面提
升县城整体形象；以人民广场、蓬池公
园、北三环景观带等综合性休闲娱乐场
所为承载，着力完善功能、提升品位；大
力开展小城镇综合整治提升和美丽乡村

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今日
的尉氏，环境日益优美、更加现代宜居、
更具生机与活力。

在发展农业现代化道路上，尉氏县坚
持把农业产业化作为发展农村经济和现
代农业的重要抓手,通过政策扶持、模式
引导、拓展融资等方式，不断加大对现代
农业的支持力度，雏鹰农牧、中原皓月、七
彩虹供港蔬菜、圆梦集团、新农村联合社
等一大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迅速发展壮大，为这片古老的
平原农区注入了现代化的血液。

在实施服务多元化战略征途中，尉
氏县不断引入现代管理理念和信息技
术，创新商业模式，培育新兴业态，推动
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着力推动特色商
业区发展，加快推进传统专业市场和特
色商业街的升级改造，获得了河南省“十
快服务业两区”和“一星级商业服务业两
区”等荣誉称号。随着万汇龙国际商贸
城和金盛达绿色物流园的运营发展，中
国中部电子商务港与益商购电子商务产
业园的开工建设，尉氏县第三产业迅猛
发展，服务多元化又迈上一个崭新台阶。

伴着改革开放的铿锵脚步，尉氏县
以大开放推动大招商，以大招商促进大
发展，制定完善了税费征收、土地使用、
人才引进、项目服务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和服务措施，打造了优越、高效、诚信、安
全的投资环境，连续两届被评为“外商眼
中的河南最佳投资城市”。“栽得梧桐树，
引来金凤凰”，2016年以来，全县共引进
亿元以上项目 58 个，到位资金 152 亿
元。截至 2017年 8月底，全县规模以上
企业达到 351家，完成规模企业总产值
610亿元，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全省县
级规模排名第22位，经济总量保持全省
第一方阵。

“今后五年，我们将紧紧围绕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总目标，把握‘稳中求快、快中
求好’总基调，坚持‘西融北接，产城互动’
发展思路，强化‘郑汴一体化南部经济重
心、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东部创新
高地、中原经济区产城融合样板’三个精
准定位，强力实施四大战略，全力挺进全
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20强，努力建设活
力、高效、美丽、和谐新尉氏。”谈到今后五
年的发展，尉氏县县长韩治群信心百倍。

8月 24日，全市产业扶贫现场会在
尉氏县召开，该县贫困村产业全覆盖、精
准发力助力脱贫攻坚的做法，受到市委
书记吉炳伟、市长侯红以及来自全市各
县区参加观摩领导的一致肯定。

近年来，尉氏县按照“完善机制，示
范带动，补齐短板，整体提升”的工作思
路，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创新方法真抓实
干，汇集成一个又一个脱贫攻坚成绩单，
亮点频出，硕果累累，在全面建成小康的
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产业扶贫，让贫困户信心更足。10
月 9 日，在大马乡胡陈村扶贫产业基
地，56 岁的贫困户袁喜平正忙着把一
颗颗小珠子穿起来制作首饰。她高兴
地对记者说：“这个活没有多少技术含
量，俺干起来得心应手，每月能收入
2600多元哩！”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该县将产业发
展与精准扶贫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建
立产业扶贫基地、帮助贫困户在家门口
务工就业的工作思路，即在全县2017年

18 个预脱贫村每村至少建成一个扶贫
产业基地。目前，18个预脱贫村的扶贫
基地全部建成，其中16个已经正式投入
生产，有 420名贫困人员在产业基地实
现就业。

该县强化企业带动，实现县内就业；
发展种养产业园，实现户有产业。目前，
全县依托三大主导产业带动，先后有
2500多名贫困劳动力实现就地就业，人
均年收入在 2 万元左右。通过蔬菜种
植、药材种植、瓜菜套种、食用菌栽培、
特色林果业等建立种植产业园，带动贫
困户1562户，亩效益在3000元左右；通
过雏鹰集团、六和集团等特色养殖企业
和养殖产业园，带动贫困户 1364户，贫
困户年收入在5万元左右。

金 融 扶 贫 ，助 贫 困 户 走 上 致 富
路。尉氏县出资 1000 万元风险金，实
施了“政银保”“政融保”“政银担”三种

“三位一体”金融扶贫模式，利用 1000
万元风险金撬动 1 个亿金融扶贫贷款
资金，以解决贫困户发展产业的贷款

需求；积极推广贫困户入股企业模式、
“企业+贫困户”模式、企业吸纳就业模
式、“企业+基地（扶贫产业园）+贫困
户带动”模式、贫困户入股合作社模
式、合作社吸纳就业模式、能人大户带
动模式。目前，金融部门已为 98 户贫
困户发放小额贷款 482 万元，为 16 家
合作社、家庭农场及带贫企业发放贷
款 2100万元。

健康扶贫，不让贫困户因病返贫。
尉氏县创新实施了医疗“四次”报销制
度，在落实新农合、大病保险、大病补充
保险政策的基础上，由县财政筹资 235
万元，为全县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购
买了商业医疗保险，双方约定“零起付
线、100%的赔付比例、上不封顶”的赔
付标准，对贫困人口合规医疗费用全部
兜底，全县贫困人口因病住院医疗费用
报销比例由原来的 58%左右提高到现
在的 83%左右，经四层报销后最高比例
达91.21%，切实解决了贫困家庭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这一难题。

尉氏，自秦始皇三年置县，距今已有
2200多年的历史。广袤中原高歌猛进，古老
尉氏也正迸发出新的活力。

“作为全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首批启动
县，尉氏县委县政府牢牢把握这一历史机遇，
精心部署，第一时间成立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指挥部，率先打响了建设宜居宜业现代化城
市，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进程，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时代战役。”尉
氏县委书记任洪河说。

百城提质如何建设？该县深入领会百城
建设提质内涵，突出生态发展导向，大手笔书
写以水“润”城、以绿“荫”城、以文“化”城、以
产“兴”城四篇文章。

以水“润”城。在县域内由东湖、南湖、刘
麦河、康沟河、北康沟河和贾鲁河所形成的

“两湖四河”生态水系基础上，该县谋划了北
三环水上公园景观提升、蓬池湖周边提升、贾
鲁河3万亩生态湿地公园、护城河综合治理保
护开发、斗张沟综合治理、刘麦河综合治理、
两湖湖水治理等多个河道综合项目，总计划
投入资金60亿元。在城市规划区内逐步打
造五纵四横河道景观带，形成九河连六湖的
城市生态水系，同时融合城市发展理念，全力
打造集生活娱乐、休闲运动、文化展示、商业
活动于一体的综合水系生态。

以绿“荫”城。近年来，该县先后建设古
塔广场、滨河广场、尉北广场、人民公园等公
园广场10余处，在百城提质工作中，将重点
打造北三环、西环路、开港大道、刘麦河等绿
化景观带，改造新建河湖绿地，构建绿色长
廊，打造城市呼吸的绿色之肺，为尉氏明天留
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环境生态。

以文“化”城。尉氏历史悠久、人文厚重，
为使历史文脉得到有效传承和提升，该县深
入挖掘文化资源，对城市文化产业项目进行
了全面谋划。计划投资5亿元把刘青霞故居
打造成一个集文化旅游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投资3
亿元，开发太平兴国寺塔风景区；同时开发蔡文姬文化
传承中心、阮籍啸台公园、洧川古镇等文化遗产综合项
目，让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在这里交相辉
映，形成独具尉氏特色的文化生态。

以产“兴”城。扎实推进工业集群化，加快建设产业集
聚区、港尉新区和开港经济区，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现代家
居、健康医疗设备三大产业集群，为城市发展提供强大的
产业支撑，进一步增加城镇就业岗位，增强县城吸纳集聚
能力，加速农村人口向县城转移，全面夯实县域经济生态。

蓝图已经绘就。“我们将本着对城市未来和市民负
责的态度，牢记使命重托，撸起袖子加油干，不遗余力把
城市建设的更加美丽、更加宜居，让全县人民共享百城
建设提质成果。”县长韩治群的话掷地有声。

巍巍宋塔，见证千年沧桑；汤汤贾鲁，叙说时光变
迁。古老的尉氏大地，如今正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同频共振、与开港经济
带战鼓同擂，正朝着美丽富足、全面小康的美好愿景阔
步前进。

创新驱动，“四大战略”引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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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脱贫攻坚亮点纷呈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兰南、商登、机西三条高速穿境而过，尉氏迈入发展快车道 以水润城，宜居宜业 县城夜景流光溢彩

现代医疗器械展厅

纺织服装产业生产车间

优德医疗器械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

休闲观光农业鼓起农民钱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