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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童浩麟 本报通讯员 侯永胜

伟大时代领航奋进，大潮奔涌砥

柱中流。

作为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联系点，兰考县委、县政府

带领兰考人民万众一心，拼搏奋进，

从思想提质开始，真抓实干，全面推

进城市综合提升工程，短短三年间，

兰考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6年 12月，全省百城建设提

质工作动员会召开。作为第一批试

点城市，兰考县按照省委、省政府总

体部署，始终把人民的需要作为城市

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带领全县人

民昂首阔步走在“稳定脱贫奔小康”

的新征程上！

◎规划引领 有序推进

兰考县以城市建设提质工作为引领，全
面推进城市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在全县行
政辖区开展城乡多规合一总体规划，规划面
积 74.5平方公里。完成了新农村建设规划
和各乡镇总体规划的编制。完成了城市总
体设计，老城区、高铁站片区、西部商务片区
等重点区域城市设计和控规，以及雨污水、
生态水系、综合管廊、海绵城市等30余个专
项规划。中心城区规划结构为“一环两轴、
三带四心、四片区”，绿地系统规划为“一环、
二带、十二圈”的空间格局；水系布局形成

“一源两带，十二湖十二脉”的生态水系框
架。高标准、高起点修编的城市总体规划，
荣获了省规划设计一等奖。

自全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动员会以来，
兰考县已竣工城市道路、桥梁建设、污水管
道、园林绿化等项目247个，完成投资107.8
亿元；在建和谋划项目214个，总投资391.6
亿元。

◎提升品质 民生为本

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兰考强力推进全省十个直管县中第
一个PPP项目，总投资20.56亿元的东环、西
环、西北环、济阳大道的建设，打造功能完善
的城市道路交通网络。大手笔构建市政交
通大格局，完成了国道310、学院路南延、黄
河路南延等市政道路建设项目 42个，全长
40.7公里，进一步拉大了城市框架，提升了
城市发展空间。

通过“点、线、面”结合的方式，大力实施
广场、水系、楼体亮化工程。完成单体建筑
亮化 175 栋，桥体亮化 16 座，河道亮化 11
条，城市品位进一步提升；对县城主城区主
要街道外立面进行改造，改造面积 20多万
平方米。

以服务民生为根本，不断加大投入，完
善公共设施，着力打造 10分钟“生活圈、休
闲圈、健身圈”优化城市环境。积极推进体
育场馆、学校、养老院、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总投资20.3亿元的兰考县委党校、星
河中学等教育类民生项目加快推进。大力
发展职业教育，建立了兰考第一所大学——
兰考职业技术学院。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完成了中医院扩建、妇幼保健院迁建等
项目建设，强力推进投资6亿元的中心医院
建设。

完成燃气入户安装19930户，铺设供水
管网56.3公里，3个污水处理厂、光大静脉循
环产业园今年年底投入使用。推进城区集
中供热，建立9个供热站，实现了水、气、暖集
中统一供给。建成了秸秆发电厂、垃圾发电
厂，极大地改善了城乡环境。

改造棚户区项目37个，改造总面积410
万平方米，安置拆迁群众 70000多人，改善
了居民居住环境，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不断提升。

兰考在做大做强主城区的同时，按照
“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的总体要求，及时
将工作重点转向城乡融合发展，强力推进城
乡一体化发展，全县第一批 36个美丽乡村
已全部完成，第二批 84个美丽乡村正如火
如荼开展。

◎注重生态 以绿荫城

大力推进园林绿化建设，着力营造生态
宜居环境。完成了 5个环城生态林建设项
目，总面积 1.4 万亩，种植各类苗木 125 万
株。完成中心广场、兰阳广场等园林绿化项
目104个，新增绿化面积229万平方米，基本
形成了大浓荫、大园林、大绿化的城区绿化
格局，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创新机制，
强化管理。整合城市执法管理职能，成立了
兰考县城市管理局，加大了城市管理力度。
高标准建设了涵盖城市六乱治理、建筑工地
监管的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大力推进城
乡环卫一体化，基本实现了城乡道路环卫机
械化清扫，积极推进“厕所革命”，在全县所
有行政村开展了公厕规范化建设。投资
6500万元购置大型环卫车辆150余台，新建
压缩式垃圾中转站33座。

◎亲水宜居 以水润城

扎实推进水系建设，将海绵城市这一理
念引进所有建设项目的设计、规划与施工过
程中，完成饮泉河、兰阳西湖、仙霞池等河道
建设和生态改造项目8个，河面面积4.76万
平方米；全力推进投资4亿元，占地3500亩
的金沙湖、金花湖、金牛湖的建设。开展生
态修复工程，加大黑臭水体治理力度，重点
对五干渠、项目河、铁路北沟等河道进行治
理，新修建截流管道18公里、污水管道106
公里。

依据不同水域的特点优势把水用好，实
现社会、经济效益双丰收。通过种植莲藕、
水产养殖等致富方法发展水经济；投资750
万元，完成南彰镇、董堂村、小宋东村、东西
茨蓬村、贺村等5个村的坑塘治理试点项目；
水土保持投资80万元综合整治小宋乡王岗
东沟，打通北沙河和北沙河一分干，实现小
宋乡东部、南彰镇东南部黄河水入村进地
头。通过治理倾心打造黄河水入村进地头
水景特色，推进生态水系建设，提升人民群
众的幸福指数。

◎精神传承 以文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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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焦裕禄精神发祥地，兰考广
大干群万众一心，拼搏奋进，加快建设富
裕、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新兰考。焦
裕禄纪念园、焦裕禄干部学院、城市会客
厅，一张张“兰考名片”，诠释着“拼搏之
城、创新之城，文明之城”的魅力。

兰考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百城
建设提质工程结合起来，坚持新城区开
发建设与老城区提质改造并重，不断丰
富城市内涵，打造“表”“里”如一新兴文
明城市。“三馆两场”“文化礼堂”，乡镇
文化馆、图书馆、农村村级文化服务中
心的建设以及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创建等，极大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水
平。

着力塑造富有兰考特色的城市精
神。依托紫薇公园、泡桐公园建设一批
主题公园，将拼搏、创新、文明作为城市
精神元素融入到城市规划建设中，突出
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红色文化，以红为
魂，突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
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打造拼搏之城。打造特色历史街区，对
裕禄大道按照焦裕禄时代城市风貌进行
改造，对火车站周边按照“红天地”模式
打造，重点推进“兰阳古镇”建设，打造一
批有兰考特色的历史街区。

◎筑巢引凤 以业兴城

兰考积极破解项目建设用地瓶颈，
建立了功能完善的投融资平台，成立了
城投、工投、畜投、文投、农投等5家融资
公司。立足产业优势，兰考紧扣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围绕家居制造及木制品加
工、食品及农副产品深加工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坚持招大引强，突出龙头带动，
逐步壮大产业链更完整、配套更完善、竞
争力更强的特色产业体系。

持续做强家居制造及木制品加工
产业。在产业集聚区，围绕发展品牌家
居产业集群，加快推进恒大家居联盟产
业园项目建设，抢占家居产业制高点。
目前，签约入驻园区的喜临门、欧派、大
自然等 6家行业龙头企业，已完成建设
工程总量 60%以上，今年 6月将全部投
入生产运营。在乡镇，突出与家居产业

配套、链条延伸，按照“一乡一业”原则，
加快推动 6个乡镇专业园区建设，带动
就业近6000人。在农村，按照“一村一
品”原则，大力发展群创产业，重点培育
堌阳镇徐场村、南彰镇周庄村等特色专
业村 28个，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1520
家。

不断完善食品及农副产品深加工产
业。坚持以畜牧产业化引领农业现代
化，重点发展鸡、鸭、牛、羊、驴5个产业，
形成了龙头企业引领、规模养殖支撑、饲
草种植配套“三位一体”的畜牧产业化格
局。投资5.5亿元的正大集团蛋业和肉
鸡加工项目已开工建设，投资3.9亿元的
禾丰产业园鸭制品熟食加工项目即将开
工建设；与中鼎牧业、青青草原、华润等
行业龙头企业合作，进一步扩大养殖规
模；大力调整农业种植结构，配套发展粮
改饲，服务养殖企业，提高农产品附加
值，杂交构树、青贮玉米种植面积达到3
万亩。

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围绕长
远的科技培育，在对原有吊装机械产业
组合升级、化工企业转型发展的基础上，
着力形成金融、科技、研发人才集聚，不
断提升产业发展层次和区域竞争力。依
托格林美循环经济产业园、光大环保静
脉产业园，加快创建国家级循环经济产
业园。目前，光大环保静脉产业园项目
一期投产运营，沐桐环保报废汽车项目
已全面建成。依托富士康产业园、光大
科技产业园，建设兰考科技园。以恒聚
新能源、瑞华电力、新星新能源、创新中
心为主体，建设新能源推广示范园，目前
已初具规模。

2017 年 ，兰 考 县 生 产 总 值 完 成
285.5亿元，同比增长9.5%，增速居省直
管县第三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94.7 亿元，同比增长 9.8%，增速居省直
管县第一位；固定资产投资199亿元，同
比增长13.7%，增速居省直管县第一位；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6.5 亿元，同比
增长13.2%，增速居省直管县第一位；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 17.5 亿元，同比增长
31.6%，增速居省直管县第二位；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068元，同比增长
9.2%，增速居省直管县第三位；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907元，同比增长
9.7%，增速居省直管县第二位，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0.9个百分点，主要经济指标
增速继续保持全省第一方阵。

蓝图绘就，旌旗在手。兰考，一座宜
居宜业的现代化区域性副中心城市正在
迅速崛起！放眼未来，85万兰考人民将
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凝心聚力、拼搏创
新，全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向“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阔步迈进！

美丽的人民广场

兰考人民的精神丰碑——焦桐

高铁从金色稻田和火红高粱地中穿越

格林美再生资源公司

桐乡街道盆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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