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18年11月19日 星期一
—— 濮阳篇 ——

激 情 四 十 年 / 豪 迈 新 时 代
15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蒋晓宇 冯云丽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犹如和煦的春风，为“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的南乐实践拉开大幕。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振
兴”重要指示，南乐以乡村振兴战略统揽
农业农村工作全局，把打好打赢脱贫攻坚
战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谱写新时
代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篇章。

产业扶贫，乡村振兴大步行。出台
《南乐县农村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方案》等
产业发展政策性文件，建设农业产业扶贫
基地 24个、农民合作社 879家。按照“一
村一景、一村一品”原则，把村庄建设和历
史文化、红色旅游、特色产业相结合，培育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4个，集中打造醇
香小镇岳固村、彩塑小镇西五楼村、红色
古树小镇张庄村等 8个美丽乡村特色村。
将农业结构调整作为促进产业扶贫、乡村
振兴的重要抓手，瞄准现代农业前沿领
域，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打造以福堪
镇马庄蔬菜园区、张果屯镇新希望农业园
区等为代表的现代化农业园区，初步形成
特色蔬菜、水果、养殖循环农业体系。开
展“百企帮千户”活动，全县56家民营企业
与 36个贫困村、1600多户贫困户结成帮
扶对子，开展技术培训 5000人次，提供就
业岗位 6400个，落实帮扶资金 290万元、
医疗救助资金174万元。

智志双扶，内生动力注“活水”。将党
建引领作为关键举措，抓实村“两委”换
届，对33个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进行集中
整顿；制订脱贫攻坚干部培训计划，邀请
省市扶贫专家开展政策宣讲、业务培训，
参训人员 4680 余人次。成立扶贫政策

“宣讲团”，采取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农家大讲堂等形式，进行面对面宣讲、
技术培训。创建全国文明村镇 3个、市级
文明村镇 42个，不定期评选文明庭院户、
好婆婆好媳妇、脱贫典型等，43个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已全部建成，18个文化广场项
目全部完成。

绿意盎然，美丽乡村颜值新。实施城
乡环卫一体化工程，全县12个乡镇、322个
行政村生活垃圾处理全部交由专业环卫公
司托管，实现城乡保洁全覆盖、日常监管全
方位、智能监测全过程，垃圾日产日清。加
快乡镇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坚持开展农村
厕所改造，尽快实现无害化卫生厕所全覆
盖。在被确定为“全国2018年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整县推进县”后，南乐争取资金
6000万元，开工建设总投资4.29亿元的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

要素保障，持续发展支撑强。制订
《南乐县卫生与健康三年行动计划》《南乐
县教育事业改革发展三年计划》《南乐县
交通公路三年行动计划》，补齐城乡基础
设施短板。持续深化农村改革，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书基本发放到户；稳步推进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启动农村“两权”
抵押贷款工作，建立“两权”抵押贷款担保
和风险保障基金。成立县、乡、村三级金
融服务网络，列支财政资金 2500 万元作
为风险补偿基金，发放金融精准扶贫贷款
2.6 亿多元。争取财政扶贫资金 1.2 亿多
元，共谋划项目 157个，目前已全部竣工。
实施 22个建档立卡贫困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实现安全饮水清零；建设贫困
村道路 20公里，贫困村硬化道路通行率
100%；争取贫困村电网改造升级专项资
金 1200万元，实施完成 22个贫困村电网
升级改造任务。

“俺村是贫困村，可现在路越来越宽，灯
越来越亮，景越来越美，生活越来越丰富。
这是俺们从来没敢想过的好日子！”面对眼
前发生的巨大变化，南乐县韩张镇罗庄村
84岁的村民井相可无比感慨，“俺村就是最
好的例子，南乐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南乐：转型促发展 多彩幸福城

“盘古斯文地，开天圣人家”，这是北

宋名相寇准题于南乐县仓颉庙的千古名

句。

南乐，一个地处豫鲁冀三省交界的农

业城市，改革开放40年来，勇于跳出发展

束缚，解放思想、放开胸胆、敢闯敢试。尤

其在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中，南乐加快推进三大主导产业链条的延

伸与拓展，坚持以文明创建为目标统揽百

城建设提质工程，以乡村振兴战略统揽农

业农村工作全局，坚决打好打赢脱贫攻坚

战，走出了一条破茧化蝶的多彩道路。

今年前三季度，南乐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12.4%，增速居濮阳市第

一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53.5亿

元，同比增长 10%，增速居濮阳市第一

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9亿元，同

比增长29.7%，增速居濮阳市第一位。

“南乐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

的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

根本要求，突出‘四个着力’，打好‘四张

牌’，结合县域治理‘三个起来’，深入实施

‘六县’战略，按照‘调整一产、转型二产、

繁荣三产，城建提质、乡村振兴、民生优

先’的工作思路，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

经济社会保持了强劲发展态势。”南乐县

县长刘冰说。

坐落于南乐的国家生物基材料产业
基地，是宣战“白色污染”的“最前线”：以
玉米为原料的可降解塑料袋“飞”向世界，
与中国水稻研究所联合开发的生物基可
降解育秧盘、可降解地膜等在国内大面积
推广，革新传统农业种植模式……

生物基材料可以在多个领域替代石
化塑料、化纤、橡胶等材料，是我国重点发
展的战略性新兴材料之一，生物基材料产
业则是南乐重点支持发展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近年来，南乐县委、县政府创新理
念，跳出“农”字束缚，坚持“打造一流营商
环境激发动力活力”，聚焦工业转型升级，
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

南乐以绿色发展为“底”，以加速产业
集聚为“主攻点”，生物基材料、食品加工、
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日新月异”，成为
经济发展的增长极、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招商引资的主平台；同时，产业集聚效应
也得到进一步延伸与拓展，“建链”建出新
特色，“补链”补出附加值，“强链”强出竞
争力。

国家级生物基材料产业集群初具规
模。南乐县争取2.5亿元生物基材料产业
发展基金，建成全国两个之一、我省唯一
一个生物基材料产业集群。该集群先后
引进10万吨L-乳酸、5万吨聚乳酸、3万
吨秸秆制乳酸等 18个项目，攻克了关键

技术难题，从玉米、玉米秸秆、液态玉米淀
粉开始，经过液态L－乳酸、液态聚乳酸，
直到可降解塑料制品、纤维、纺织服装、汽
车内饰材料为主的终端产品，一条完整闭
合的产业链条已基本形成。其中，可降解
育秧盘被列入农业部推广计划，在东北三
省等水稻主产区推广；可降解农膜在新疆
建设兵团、湖北武汉蔬菜基地试用；可降
解塑料袋远销欧美等国际市场。2017
年，南乐县生物基材料产业产能达 22.2
万吨，实现产值6.9亿元。南乐县与河南
机场集团公司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当地
的美团外卖也开始长期订购可降解材料
的外卖袋。

食品工业强县金字招牌不断擦亮。
以木伦河为龙头的冷饮企业做大做强，冷
冻食品产业园建设加快推进，南乐已成为
豫北知名的冷饮食品生产基地；与仰韶酒
业合作，加快南乐白酒重组，成功推出仰
韶龙中龙白酒品牌；禾丰食品白羽肉鸡项
目建成投用，德信食品小优鸡项目加快推
进，肉鸡加工产业链条不断拉长；广安集
团50万头肉猪项目成功签约，省级食品
检测中心建成投用，南乐蝉联“全国食品
工业强县”。

装备制造产业势头强劲。南乐以大
力发展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产业为目标，重
点培育一批规模较大、技术领先、研制能力
较强的装备制造企业。铁军金属项目建
成投产，华远达智能电气设备项目推进顺
利，农业机械与星光农机开展战略合作，装
备制造产业集群得到进一步提档升级。

“集聚效应”为产业发展按下“快进
键”。南乐县产业集聚区成功晋升河南省
一星级产业集聚区，蝉联河南省“十快”产
业集聚区，同时被评为河南省十佳创新型
集聚区。商务中心区入驻正大家居、新城
国际等42个项目，2017年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11亿元，成功晋升“河南省一星级服务业
两区”。电子商务进农村、进企业，城乡物
流配送体系加快推进，成功入选“2017年省
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南乐西湖是县域内马颊河国家湿地
公园的核心区，白天鹅把这里当成迁徙
途中的“驿站”。“连白天鹅都适合在南乐
住，更别提俺们了！”摄影爱好者刘智松
津津乐道于南乐县近年来的“颜值”变
化，“水清了、地绿了、天蓝了，道路宽了、
公园多了、环境美了，南乐让人来了就不
想走！”

南乐坚持“抓城建就是抓民生，抓城
建就是抓发展”的理念，紧紧抓住被省
委、省政府纳入全省实施百城建设提质
工程 18个非贫困县之一的机遇，着力做
好“以绿荫城、以水润城、以文化城、以业
兴城”四篇文章，2018年谋划项目70个，
总投资 142.2 亿元，已开工建设项目 55
个。

建设生态优美之城。今年 6月，全
省春季造林绿化流动观摩现场会在南乐
召开，满眼的绿、浩淼的水，让与会代表
心旷神怡、赞叹不已。

南乐以规划引领，聘请上海同济大
学设计院高标准编制《南乐县城乡总体
规划》及城市道路等 20多项专项规划。
高标准实施建设森林公园、滨河公园等
项目，南乐西湖成功创建国家级水利风

景区；县城区绿地率达到 34.8%，成功创
建省级园林县城、省级卫生县城，顺利通
过国家卫生县城技术评审。争创国家园
林县城，目前已完成初评工作；实施水系
贯通项目，通过中水回用，将县域内四大
出境河流贯通起来，疏通整治全县总长
约 60 公里的沟渠，实现水资源循环利
用。

建设安居幸福之城。今年“十一”前
夕，“南水北调”通水南乐，城区居民喝上

甜美的丹江水，心里更是乐开了花。
南乐县加快新城区开发和老城区改

造，新城区开发坚持“满载链接”发展理
念，老城区改造将棚户区改造作为重点，
改造建筑总面积 45 万平方米。实施
3600米街道立面和背街小巷改造项目，
改造面积 5.9万平方米。加快县城区集
中供暖工程建设，铺设供热管网 60 公
里，实现供热面积222.7万平方米。加快
推进雨污分流项目，县城区“内涝”现象
有极大改观。把提高城市品位与繁荣三
产结合起来，谋划打造红色教育游、人文
景观游、农业观光游、工业体验游、自然
风光游五条旅游线路。

建设畅通便捷之城。2018 年 9 月
28日，南（乐）林（州）高速公路豫鲁界收
费站开启运营，南林高速全线贯通，南乐
又多了一条强有力的开放大通道。

南乐加快推进基础设施融合发展，
郑濮济高铁过境南乐并设站；实施交通
三年行动计划，积极与周边县区协调沟
通，打通与河北、山东相接的县、乡、村断
头路，干线公路通车里程达 111.4公里。
城区新能源公交车启动运营，投放纯电
动公交车30辆，居民出行更快更优。

产业壮大描绘发展新篇1

城建提升展开宜居画卷2

乡村振兴催开富民之花3

生物基材料产业蓬勃发展

木伦河已成为全国最大冰淇淋生产企业之一

发展特色种植，助力脱贫攻坚
建设生态优美之城

美丽乡村入画来

南林高速全线贯通，为南乐又打开一条开放通道

南乐西湖泛龙舟，如诗又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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