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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龙区与时代大潮同频共振，农业、农
村在改革征程中焕发着蓬勃生机。

从 2015年 9月起，一场前所未有的改
革在华龙区的农村悄然启幕。2016年 12
月，华龙区被认定为全国农村集体“三资”管
理示范县（区）；2017年 6月，被确定为“全
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区）”。
2017年 12月 29日，华龙区为全部 59个村
集体经济组织发放农村经济组织登记证书，
在全国100个县（区）试点中，第一个全面完
成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农村改革的“深
水区”和“硬骨头”，而核查清资产、界定清
成员、设置清股权“三清”是改革的关键环
节，事关改革成败。

华龙区坚持“程序规范、过程公开、专
业清查、群众参与、账内清查、账外核实”的
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对属于村集体经济组
织全体成员的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
产、资源性资产进行全面细致的清理，“模
糊账”变身“明白账”。

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上，华龙区
采取复杂问题简单化策略，抓大放小、单刀
直入。多数村由人口排查小组逐户进行排
查填表，户主签字确认后再张榜公示。

华龙区尊重多数村民选择，只设立成
员股，不保留集体股，改革不留尾巴，避免
了今后围绕集体资产这块“蛋糕”产生新的
矛盾。改革村对以后新增人口，通过股权

转让和增资扩股进行股权调整，得到绝大
多数村民的认可。

通过改革，华龙区实现了“资产变股
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
革目标，“归属清晰、权责明确、利益共享、
监管有力”的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得以
建立。

“三变”更带出“三新”，激活了华龙区
乡村振兴的“发展密码”。

“三资”管理实现新模式，以“三管、二
审、一监控”方式对“三资”进行管理：农村
集体“三资”监管中心受村（居）委托，管资
金、管资产、管资源，村审议、乡审计，区网
络平台监控。

集体经济焕发新活力，群众在发展中
得到实惠。华龙区大庆办赵村集体投资
7000多万元建起濮阳市东建材市场，集体
经济规模达到3.4亿元，村年分红300多万
元；孟轲乡魏寨村进行棚户区改造，村民集
体购买商业门市房4000平方米，盘活集体
资产7000余万元。

农业农村打开新天地，申庄村、辛庙村
由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打造宁安农业园区，
成为市民休闲采摘的好去处；东北庄、东田
村依托“中国杂技之乡”文化优势，大力开
展旅游特色村建设，处处是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的新气象。

华龙区，在中原更加出彩的新征程中，
奋力描绘最美的历史风景线。

华龙区：叫响“华龙品牌”铺展出彩画卷

特色商业区生机无限 僧少琴 摄

招商引资项目提升商业品位 僧少琴 摄

大集古镇成美丽乡村新坐标

东北庄野生动物园打造全新旅游目的地

金秋9月，第五届中原（濮阳）油气技术
装备展览会在华龙区会展中心举行，国内
外油气巨头再次上演一场“群英会”。

“濮阳是一个正确的地方，充满发展机
遇。”在与濮阳的东方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签下2000万元“大单”后，阿根廷DPC石油
供应公司总经理埃瑞都兴奋地说。在本届
展会上，来自德国、阿根廷、智利等 11个国
家的客商现场签约贸易订单128个、总金额
10.5亿元。

“中原（濮阳）油气技术装备展览会越
办越有影响力，已成为展示石油石化技术
装备最新成果的重要平台，为国内外知名
企业加强交流、扩大合作、共同发展搭建了
桥梁。”中国石油和石油化工设备工业协会
常务副理事长林钢认为。

2017 年，濮阳油气装备制造企业达
158家，主营业务收入 252亿元；而华龙区
则是这一产业的“主阵地”，占濮阳市油气
装备制造企业总量的80%。

因油而建、因油而兴的濮阳，正在从
“一油独大”的资源旧城变身以油气装备驰
名的制造新城。

“近年来，全球对石油能源的需求不断
加大，直接刺激了石油石化设备行业的快
速发展。”华龙区委书记刘洪浩告诉记者，
在此背景下，华龙区依托中原油田资源，引
进多种形式战略合作，使得石油装备产业

迅速扩张壮大。
华龙区从高标准规划入手，聘请专业

机构编写《华龙区石油装备制造产业中长
期规划》，进一步明晰产业发展路径，为打
造国内知名、省内领先、创新能力强、特色
鲜明的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奠定了基
础。

在引进和整合大企业入驻产业集聚区
的同时，华龙区规划建设了能源装备制造产
业孵化园，凡符合该区主导产业、有一定成
长性的小微企业均可入园发展；设立了专项
资金重奖石油装备制造企业和科技创新项
目，组织引导企业与石油高校、科研院所合
作建立科研基地，推进产业调整升级。目
前，华龙区拥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5家，省、
市级科技研发中心18家，被授予“中国·濮阳
石油装备制造基地”“河南省石油装备公共
技术研发设计中心”等称号，“专精特新”已
成为企业的主攻方向：信宇机械、博瑞特石
油等企业在钻井采油机械方面独树一帜，东
方龙机械、源隆机械等企业的油气零部件加
工远近闻名，中拓管道、锐驰高科等企业的
集输管网服务行业领先……

“经过多年准备，我们自主建设的油龙
网电商交易平台即将上线。”东方龙公司董
事长别新云说，“今后，国内外客商看中濮
阳的油气装备制造业产品，就像上淘宝、京
东购物一样方便。”

恒丰绿地停车场的施工吊塔紧张运转，
红星美凯龙为迎接开业加紧装修，刚刚开业
的万嘉 360广场人头攒动……华龙区特色
商业区犹如经济发展的一条“血脉”，凝聚着

“人气”、集聚着“商气”、汇聚着“财气”。
近年来，华龙区把特色商业区作为服

务业发展的桥头堡，创新工作机制，优化服
务举措，提升服务能力，打造和谐美丽高端
繁华的核心商圈。2016年，华龙区特色商
业区荣获全省服务业十强“两区”（特色商
务区和商务中心区）称号，更从省一星级跃
升为省三星级。今年前三季度，华龙区特
色商业区入驻企业达645家、入库企业386
家、个体工商户 2788家，共吸纳就业 4.5万
余人，濮阳市面积超 2万平方米的商业体
90%都集聚在这里，发展态势分外喜人。

“按照全省特色商业区‘业态先进、个
性鲜明、集聚效应显著、拉动作用突出’的
总体要求，秉承华龙区‘优化业态抓三产’
的工作思路，华龙区特色商业区始终坚持
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服务、高
速度发展。”华龙区区长高尚功说。

华龙区特色商业区成立了由区长任组
长的建设领导小组，推行重点项目“五个一”
工作法，即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小组、
一套方案、一抓到底。同时，实行领导干部、
项目一线负责人分包制度，把各个阶段的目

标任务细化分解到具体的责任人、承办人，
做到一线发现问题、一线解决问题。

这里，楼宇总部经济集聚发展。以恒
丰城市综合体、联华城市广场、万利财富广
场等楼宇为代表，华龙区特色商业区打造
商业面积 2万平方米以上的楼宇 15处，区
域内大规模大体量商业总面积达50万平方
米，商务办公总面积达 30万平方米，吸引
270多家各类公司总部入驻。

这里，新兴业态迸发无限活力。华龙
区特色商业区着力培育电子商务、互联
网+、众创空间、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业
态，建成面积 3000平方米以上的电商孵化
园 3处，孵化和引进电商企业 100余家；依
托园区平台，一大批传统制造业企业纷纷
与信息化接轨，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步伐加
快，逐步成为濮阳区域创新驱动的策源地。

这里，现代商贸尽显时代气息。万嘉
360广场的开业，是华龙区特色商业区进入
新时代发展的缩影。80家独有品牌首进濮
阳，60家品牌在全省行业内傲居前 10名。
目前，该商场日客流量达 1.5 万余人次，成
为名副其实的“潮流前线”。

如今，在华龙区特色商业区这片规划
面积 1.81 平方公里的热土上，谱写着一支
传统服务业与新兴业态融合发展的“转型
序曲”。

文明花开，美好自来——2015年 2月，
濮阳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2017年 11
月，濮阳蝉联“全国文明城市”。

作为濮阳创建文明城市的主战场，华
龙区始终以创建促发展、以创建惠民生，不
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和群众生活环境，把
创建文明城市办成一场坚持以人为本、共
建共享的生动实践，为群众打开“幸福之
门”。

“您好，现在是红灯，请等一会再过马
路！”

随着新的一周工作日的开始，华龙区
各单位的文明交通志愿者又开启了执勤时
光，红色志愿帽、文明出行小红旗是他们的
鲜明标志。

在丽景上品小区门口，“遵卫劳模志愿
服务亭”格外引人注目。20多平方米大小
的服务亭里，设有三轮、电动车、自行车维
修工具，理发工具，充电桩和饮水机。志愿
服务亭以省级劳模郭遵卫的名字命名，68
名志愿者为群众提供周到服务。

在华龙区，人人争当志愿者、人人投身
做公益，志愿服务已成生活习惯。

围绕创建文明城市的总体要求，华龙
区对环境面貌集中整治，城乡颜值有效提
升。

昆吾小区建于20年前，建成后一直是
无主管单位、无物业管理、无人防措施的

“三无”小区。经过华龙区大力开展的“三
无”小区环境综合整治，人们发现，这个曾

经那么想搬离的地方，变得整洁又宽敞，干
净又明亮。

南江社区也为人津津乐道，尤其是设
施完善、标准一流的活动大厅，为社区居民
群演、大型文体节目提供了场所。增进社
区邻里感情的“百家宴”、难忘的社区春晚
等活动，也都在这里举办。

华龙区通过加强阵地建设、人才队伍
建设、群众文化团体建设，着力推进城区

“10分钟社区文化服务圈”，初步形成连点
成线、连线成面的全覆盖式公共文化服务
设施网络。

记得住乡愁，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主打东北庄杂技文化园区“文化牌”
的华龙区岳村镇被住建部列为“全国第二
批特色小镇”，建业大集古镇、野生动物园
等成为美丽乡村的新坐标。

良好的生态环境，让一座城市灵动起
来。华龙区坚持依法治污、精准治污、铁腕
治污，实行最严细管控、最严格监督、最严
肃问责，建立区、乡、村三级河长体系，持续
深入开展河环境治理行动，实施“城乡环卫
一体化”工程，从根本上破解了农村垃圾乱
倒乱堆的难题。

“生态环境比过去好太多了，马颊河越
来越清澈，空气好像都是甜的，鸟儿也多了
起来。”在华龙区生活了 20多年的居民张
承安说，“俺家附近新建的奥林匹克公园，
又大又漂亮，已经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

“资源旧城”变身“装备新城”1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

当空舞。”这是一个奋进的时代，这

是一个出彩的时代。

走进濮阳市华龙区，一幕幕

火热的场景令人欣喜：增势强劲的

油气装备制造产业，让“资源旧

城”变身“装备新城”；特色商业区

“跳级”发展，打造一张生机无限的

“城市名片”；文明创建永不停歇，

百姓生活惬意美好；农村产权制度

改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描绘新的

图景……

近年来，华龙区突出主城区优

势，始终坚持“优化业态抓三产、转

型升级抓二产、彰显特色抓一产、

城乡统筹抓建设、实实在在抓民

生、社会治理促和谐”发展思路，持

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努力打造一

批在全省乃至全国叫得响的品牌，

在新的起跑线上奋勇争先。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宗永刚

“城市名片”迸发无限生机2

文明创建打开“幸福之门”3

乡村振兴激活“发展密码”4

第五届中原（濮阳）油气技术装备展览会规模更大、规格更高 僧少琴 摄

石油装备
产品吸引海外
客商

僧少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