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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黄县 2012年被确定为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近年来，该县严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
发重要战略思想，以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把脱
贫攻坚作为全县最大的政治任务、最大的民生工程、
最大的职责使命，狠抓工作落实、政策落实、责任落
实，高质量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目前，全县90个贫
困村全部退出，贫困人口由 13130户、38848人减少
到 3398 户、6612 人，贫困发生率由 5.19%下降到
0.88%，计划今年脱贫摘帽。

今年以来，该县认真落实全省脱贫攻坚第六次
推进会议、脱贫攻坚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召开了3000
人的脱贫攻坚决战决胜誓师大会，拿出“敢教日月换
新天”的气概，鼓足“不破楼兰终不还，不获全胜不收
兵”的劲头，坚持“对标、整改、补缺”思路，为民尽责，
尽锐出战，大干三个月，打赢攻坚战，确保年底顺利
脱贫摘帽。

压实攻坚责任。该县成立了综合协调、转移就
业、产业扶贫、社会保障、项目资金等14个工作专班，
县级党政班子成员任负责人，专班专责推进脱贫攻
坚。扎实开展党政领导干部蹲点调研脱贫攻坚，每
周到分包贫困村住村一天，在贫困户家中吃一顿饭，
一线督导工作、一线发现问题、一线推动落实。坚持
周例会制度，县乡村三级一周一例会、一周一汇报、
一周一推进，督导进度，解决问题。

认真对标整改补缺。对照贫困户退出“1+2+4”
标准、贫困村退出“1+2+7”标准、贫困县退出“1+2+
3”标准，建立责任落实台账、重点工作分解台账，一
项一项对标，一项一项验收，一项一项销号，确保村
村达标、户户过关。扎实开展问题集中整改月，把中
央巡视反馈意见和省、市督导反馈问题结合起来，全
面整改、彻底整改。坚持查漏补缺、举一反三，逐乡、
逐村、逐户开展排查，真正把短板补齐、弱项增强。

坚持精准施策。该县创新产业扶贫、金融扶贫
模式，建成了94个产业扶贫基地、76个光伏电站，累
计投放扶贫贷款 6亿元。制定出台 53项帮扶政策，
其中自主出台政策 20项，所有贫困户均能享受 2项
以上扶贫政策。高标准完成贫困村道路、学校、卫生
室、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实施“六改一增”
活动，贫困村、贫困户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强化精准帮扶。持续开展“千名干部包千户、百
局包百村、百企帮百村”“集中扶贫周”等活动，4200
余名帮扶责任人、114 个帮扶单位、90 个驻村工作
队、90名第一书记、442名脱贫指导员、141家帮扶企
业，一线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目前，该县实现了村村有变化、户户有收益、人
人得实惠的目的。广大群众持续增收、满意度极大
提升，各级党员干部工作作风持续转变，为民情怀更
加强烈，农村环境面貌进一步改善，基层党组织战斗
力不断提升，全县上下对按期脱贫摘帽信心十足。

“如今党和国家的扶贫政策真好，想发展产业
的，政府帮你发展产业，想打工的，干部帮你找工作，
贫困户住院不用花钱，一日三餐还全免费，咱们真是
赶上了好时代，感谢党和政府！”马上乡赵信村贫困
户吕郭留感激地说。

内黄：激越开启新征程 转型升级谱新篇

深秋时节，天气转冷，但走进内黄县产业集聚区，却是一
派热火朝天、欣欣向荣的景象：投资 5.5亿元的安阳贝利泰
陶瓷二期项目正在安装设备；刚刚入选“国家绿色工厂示范
企业”的翔宇医疗公司，工人们正在赶制订单产品；年产 15
万辆新能源电动汽车的德瑞博项目，成品库已建成，4个车
间和研发中心正在收尾；年产 10万辆新能源电动汽车的安
派电动汽车产业园，一台台组装完毕的新车陆续走下生产
线，走向全国……

近年来，按照“主业突出、定位准确、布局清晰、招商定
向”原则，内黄县坚持园区化、集群化发展，培育形成了新型
陶瓷、新能源电动车、康复设备等三大主导产业。

陶瓷产业不断优化升级。该县从2009年开始引进陶瓷
产业，目前共有陶瓷企业 12家、建成 29条生产线，年产值
100多亿元，成为全省重点打造的百亿级陶瓷产业集群、中
部地区最大的新型陶瓷产业基地。在陶瓷产业发展上，该县
坚持适度发展原则，通过建设市场、升级能源、完善配套、提
升品质，推动陶瓷产业由低端向高端、由单一品种向多元化、
由燃煤向燃气转变。目前，总投资 9.5亿元的中原陶瓷博览
城一期建成，已入驻8家招商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贝
利泰是内黄首家使用燃气的陶瓷企业，全程零污染、零排放、
无尘化，生产全球独创的小规格瓷砖和陶制马赛克产品，全
部出口欧美地区。该县大力实施陶瓷园区提标治理工程，累
计投资 3亿元，实施废气收集处理设施改造，严控无组织排
放，加强废物规范化管理，加大园区环境综合整治，实施陶瓷
产业“煤改气”，统筹做好水污染治理。目前，园区企业全部
安装先进的废气、废水和粉尘处理设施，实现在线自动监测，

厂区道路、料仓地面全硬化，物料废物全封闭，企业全部实现
雨污分流，基本实现无组织排放零排放。11月 1日，全省工
业无组织排放治理现场观摩会在内黄陶瓷园区召开，各省辖
市环保局工业污染防治的负责同志及辖区内钢铁、建材、有
色等重点行业企业负责同志近 200人参加会议。会议对该
县环保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新能源电动车产业迅速集聚。该县规划建设5000亩新
能源电动车产业园，坚持错位发展、差异化发展，引进建设德
瑞博、广马、安派等 7个项目，涵盖低速、高速、观光旅游、特
种装备等领域，注册配套企业25家。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
年产新能源电动车 50.5万辆，产值 228亿元，一个新的支柱
产业正在逐步形成。今年，广马公司“欧联”牌电动车在内黄
下线发售，填补了全省新能源高速电动车的空白。

康复设备产业稳步提升。该县重点培育了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全省十佳科技型最具成长力企业——翔宇医疗，
拥有康复设备专利 312项，位居行业第一，市场覆盖率40%
以上，荣获2017年河南省省长质量奖，成为继安钢集团之后
安阳市第二家获此殊荣的企业。目前，翔宇医疗已完成股
改，预计 2020年主板上市。以翔宇医疗为龙头建设的康复
设备产业园，入驻关联企业8家、合资企业3家，连续举办了
三届国际康复设备博览会，产业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清洁能源发展迅猛。昊诚125兆瓦光伏项目建成运行，
总投资64亿元的 800兆瓦华润风电、总投资18亿元的大唐
200兆瓦风电项目加快建设。项目全部建成后，全县清洁电
力总量可达22.5亿千瓦时，年节约标准煤27.7万吨，成为全
省重要的新能源产业基地。

11月 2日，内黄农业科技博览园2万平方米的玫瑰种植
大厅内，数万枝彩色玫瑰含苞欲放，工人们正在抢时采收，准
备发往北京、上海、郑州等大城市；荷兰模式种植的西红柿，
一嘟噜，一串串，嫣红缀枝，酸甜爽口；水灵灵、脆生生的日本
黄瓜挂满藤蔓，令人垂涎……

经济新常态下，作为传统农区县的内黄，如何独辟蹊径，
努力拓展农民增收新空间？内黄县委书记王建国说，我们的
做法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农业科技博览园技
术推广平台、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平台、果蔬城物流销售平
台、设施农业生产基地，构筑“三平台一基地”完整产业链，助
推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引领技术高端的农业科技博览园技术推广平台。内黄
农业科技博览园占地500亩，总投资5亿元，是集科技展示、
种苗培育、蔬菜种植、观光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科
技生态园，采用“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引
领全县农业转型升级。目前，一期已建成开园，年育苗量 6
亿株，推广新品种 30余个，示范带动 3000多亩新型智能大
棚建设，正着力建设全国最具科技含量的蔬菜育苗中心、培
训中心和科技示范中心。

“买全国、卖全国”的果蔬城销售平台。总投资 20亿元
的果蔬城项目，是国家专项建设基金项目、河南省A类重点

工程项目，实行“买全国、卖全国”经营模式、“一卡通”电子商
务交易模式、“市场+基地+农户”产业模式，建成后将成为全
国最大的果蔬产地市场。目前，一期工程已竣工营业，并与
北京新发地、甘肃武威保税物流中心、上海蔬菜集团达成战
略合作。

可追溯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平台。近年来，该县投资
3000万元建设了覆盖生产全过程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追
溯平台，从土壤、环境到田间检测、产品包装、贮藏、运输、加
工、销售，实行全过程管控，实现“可视、可谈、可管”。目前，
全县农业生产主体1122家、农资经营企业132家、收贮企业
27家、食品加工企业 26家，34家“三品一标”单位已全部纳
入追溯平台，保障了舌尖上的安全。2016年、2017年，内黄
县连续两年代表全省参加全国“双安双创”工作会议，被授予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称号。
优质高效的温棚生产基地。该县现有蔬菜种植总面积

60万亩，其中温棚面积达 20万亩，温棚规模及工厂化育苗
位居全省第一，进一步巩固了全省第一蔬菜生产大县的地
位。同时，该县加快种植结构调整，近两年调减秋粮9万亩，
大力发展温棚果蔬、优质尖椒、蒜椒套种等高效农业，提高亩
均效益。规划建设 3万亩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园区，让农业

“接二连三”，促进一二三次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近年来，内黄县将路网建设作为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重点工作来抓，2014年以来，累计投资 21亿元
修建城乡道路共计 491公里。实施了东环、南环、颛
顼大道、繁阳一路、陶一路、建设路等 30余条城区道
路工程；完成了县道兰前线西野庄至滑县段改建、县
道小郭线新建；完成了14条乡道、160条村道……目
前，南北快速通道、国道G230、省道S303、省道S302
等县域内主干道全部建成通车，郑济高铁内黄站开
工建设，交通体系全面升级，纵横交错的基础路网格
局，进一步破解了瓶颈，改善了环境，提振了信心。

“以前往哪去都不方便，现在开车四通八达，做
买卖、串亲戚想咋走就咋走，路又宽又平，晚上还有
路灯，既方便又美观，真是今非昔比啊！”看到内黄路
网建设的巨大变化，该县后河镇桑村常年在外跑运
输的尹先生激动地说。

内黄县全面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综合管网
入地、流河沟及硝河水环境治理、新区水系景观带和
城市公园绿地、新区一中、县委党校、文化体育图书
馆等 32个重点城建项目顺利推进，涵盖教育、文化、
水系、城市道路、棚户区建设等方方面面，相信不久
的将来，内黄的城市面貌将焕然一新、令人侧目。

在改善城区环境的同时，该县还加大农村人居环
境改善和集中整治力度。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脱
贫攻坚、环保治理、乡村振兴、基层党建、精神文明建
设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全县开展了农村人居环境
集中整治百日攻坚行动，按照“政府主导、群众参与、
市场运作、优胜劣汰”原则，严格“三无一规范一眼净”
标准，对农村主次干道、大街小巷、坑塘沟渠、电杆墙
面、户室庭院等，逐项细化标准，逐级压实责任，全力
以赴做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坚持一周一观摩、
一周一推进，对所有村的净化、美化、绿化、亮化工作
进行逐村验收，完成一个验收一个，达标一个销号一
个，确保532个行政村全部实现“净、齐、亮、美、畅”的
目标，为全县顺利脱贫摘帽夯实基础。

干净整洁的贝利泰陶瓷生产线

内黄县电商产业园

贫困群众在扶贫就业点加工服装

贫困群众正在管理蔬菜大棚

抓项目强支撑 工业经济华丽转身1

内黄县位于河南省北部、安阳

市东部，冀豫鲁三省交界处，县域

面积 1161平方公里，辖 10镇 7乡 1

个街道办事处,532 个行政村（社

区），总人口 85.2万人。内黄是中

国红枣之乡、中国花生之乡、中国

尖椒之乡、中国蔬菜之乡、全国绿

化模范县、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县、中国果蔬标准化建设十强县，

先后荣获全省“十快”“十先”产业

集聚区、安阳市“两快”“一先”产业

集聚区等称号。

近年来，该县围绕建设新时代

富强文明平安美丽新内黄总体目

标，坚持稳一产、增二产、扩三产，

全力打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

驱动发展、基础能力建设、新型城

镇化“四张牌”，着力把强县和富民

统一起来、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

来、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持续

解放思想、转变作风、纵向提速、横

向赶超，走出了一条具有内黄特色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017 年，该县生产总值完成

224.6 亿元，增长 8.1%；公共预算

收入7.1亿元，增长22.2%；固定资

产投资 145 亿元，增长 10.4%；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81.7亿元，

增长 9.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2.7 亿元，增长 11.1%；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13763元，增长9.8%，

主要指标增速位居安阳市前列。

今年前三季度，全县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增长 22.7%，固定资产增长

24.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9.2%，均居安阳市五县（市）前列。

促改革提质效 现代农业引领潮流2

破瓶颈补短板
城乡环境持续改善

3

强担当重民生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4
年产10万辆新能源电动汽车生产车间翔宇医疗公司展厅一角

内黄县城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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