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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市富民百业兴

40年来，信阳始终立足于农业大市
这个实际，围绕“农”字做文章，围绕资源
办企业，大打扶贫攻坚战，持续加大交
通、水利、农田整治等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大力发展具有信阳特色的农村经济，
把特色产业发展作为助力扶贫开发的基
础工作，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始终朝着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目
标，奋勇前进。

信阳先后被确定为全国农村改革综
合试验区和国家首批主体功能区建设试
点示范市；《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
划》获得国务院批复，信阳被确定为三个
核心发展区域之一；《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
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研究层面，信阳被
列为淮河生态经济带三个核心城市之一。

信阳地势南高北低，岗川相间。桐柏
山、大别山首尾相接，山地纵横。淮河两
岸塘堰密布，水田如网。靠山吃山，靠水
吃水，客观条件的差异让各区域的种植
习惯和产业基础千差万别。

为此，信阳结合实际，科学规划，坚
持引导和培育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集群发
展，推动以优质稻米、畜禽、弱筋小麦、植
物油、水产品、茶叶、花卉苗木、中药材、
果蔬、林产品等十类农业产业化集群的
发展。至今，已先后扶持培育起华英农
业、羚锐制药、黄国粮业、三高农牧、文新
茶叶等在业界“称王”的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羚锐贴”“华英鸭”“黄国粉”“詹氏
蜜”“山信米”“文新茶”“万富油”等“农”
字品牌产品享誉全国，“信阳毛尖”“信阳
板栗”“淮南黑猪”“潢川甲鱼”“固始鸡”

“南湾鱼”“山茶油”等信阳知名地域品牌
也得到长足发展，涉农产业如雨后春笋

般快速崛起。
至今，信阳已培育农业产业化国家

重点龙头企业 6 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71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集群 17个，数量
均居全省首位。

改革开放以来，信阳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显著增强，农产品供给状况持续好
转，粮食、油料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和人均
占有量大幅提高，实现了主要农产品由
长期短缺向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
性跨越。

改革开放之初，信阳近半农民处于温
饱线以下，多数农户过着“茅草土坯房、
家中无余粮、兜里无银两”的贫困日子。

向贫困宣战，让老区人民过上富裕
生活，一茬茬信阳执政者始终把扶贫开
发扛在肩上：

从最初把扶贫重点放在扶持一家一
户发展“短、平、快”种植养殖项目，到
1986年后抓农业生产基地建设和服务农
村经济实体转变，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

按照“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逐
步形成了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
的经营机制，到世纪之初探索以整村推
进为主体，以培训贫困劳动力就业转移
和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为两翼的扶贫新
路子，信阳先后稳定解决了近 200 万贫
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从 2013 年至今，信阳直面历史使
命，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以决
战决胜之势，全力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绝不让一个老区百姓掉队。

全市选派驻村第一书记上千名，全
面覆盖所有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建档立
卡贫困村，持续掀起“四结对”“四协同”
脱贫帮扶热潮，实施以“多彩田园”产业
扶贫示范基地为龙头，以产业扶贫“八种
模式”为支撑，以兴建扶贫车间、建设美
丽乡村和开展“百企帮百村”“巧媳妇+万
人脱贫”等活动为重要补充的产业扶贫
格局。

坚持搬扶同步的易地搬迁扶贫和健
康扶贫五道医疗保障线+各地补充救助
政策，以及多方位并行的教育扶贫保障、
住房保障和政策兜底保障，扎实做好转
移就业、产业扶贫、光伏扶贫、金融扶贫、
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住房保障、社会保
障、其他扶贫措施，真正做到一户一策、
一户多策，五年间又使 70.5 万人告别贫
困，全市贫困发生率降到 3.69%，新县率
先退出贫困县。到今年年底，将再有
18.6万人稳定脱贫，光山、潢川、商城、固
始、罗山、息县也即将脱贫摘帽……

众所周知，工业是信阳经济发展的
一块短板，基础差、底子薄、骨干企业
少。改革之初，信阳坚持以工业企业改
革为重点，积极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
革，多次召开大规模的振兴信阳工业动
员大会，进一步强化工业意识，同时，出
台了一系列加快信阳工业发展的优惠政
策和保证措施。

从24年前信阳第一个开发区潢川经
济技术开发区一枝独秀，到今天潢川经
济技术开发区、鸡公山管理区、上天梯非
金属矿管理区、羊山新区、南湾湖风景
区、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6个管理区
（开发区）齐头并进，八县两区产业集聚
区遍地开花；从1997年 11月潢川经济技
术开发区被批准为省级开发区，到今日
信阳工业城化茧成蝶，产业集聚区、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示
范区“三区同建、一体开发”，创建国家级
高新区，老区人民攻坚克难，在管理体制
改革的“深水区”从容跋涉，实现了一次
量与质并重的飞跃，促成了老区产业的
快速崛起、城市的迅猛“长大”、经济发展
质量的提高、群众幸福指数的提升……

如今，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产业转型
升级加快，产业集聚能力快速提升，二、
三产业比重大幅上升，食品加工、医药生
产、机械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增效，电子
信息、新型建材等主导产业初具规模，现
代家居、纺织服装、现代物流等新兴产业
集群集聚态势快速形成，高成长性制造
业成为引领发展的中坚力量，有 11个产
业集聚区晋升为省一星级。

截至 2017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总数达 1325 家，新增一星级服务业
“两区”4个，新型建材产业规模突破 600
亿元，绿色食品产业规模突破 800亿元，
电子信息产业成为全省 3个重点发展区
域之一，产业链式发展与区域协同发展
态势日益显现。

今年 8月 23日，信阳市市长尚朝阳
在全市重点项目暨产业集聚区观摩会上
介绍：“截至7月底，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 8.6%，其中工业投资增长 28.1%，工业
投资增速居全省第二位；完成工业增值
税11.2亿元，同比增长27.3%。产业集聚
区带动能力明显增强，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 14.1%，高于全市平均增速 5.5个百分
点；产业集聚区增加值总量占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的79.2%，拉动全市工业
增长6.9个百分点。”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

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40年来，古老的申国大地沐

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焕发出勃

勃生机。

改革开放40年来，信阳历届

领导班子立足信阳实际，始终把

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无论遇到什

么问题和矛盾，始终不渝地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千方百计地

加快发展步伐，坚持强市富民总

目标，不断向前、向前、向前！

这一时期，信阳全市生产总

值年均增长 9.7%，财政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长速度和质量连续

5年居全省前列。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规模位居全省第5位。粮

食生产连续 12 年增产、连续 10

年超百亿斤。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改革开放 40 年来，信阳坚持多谋民生之

利、多解民生之忧，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始终把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
享发展中享有更多幸福感和获得感作为奋斗
目标。

晚秋信阳，秋风渐凉，然而在信阳火车站北
站房北广场，四一路立交桥，春晓路、新十八大
街跨浉河大桥等信阳中心城区多个重大民生项
目建设工地上，却机器轰鸣、人声鼎沸，建筑工
人们正干得热火朝天。这些都是 2018年信阳
民生“十件实事”的重点工程。

连续多年为民办好“十件实事”，是信阳着
力改善和保障民生所确立的重要抓手。40年
来，信阳以营造中心城市为突破口，以适应现代
化建设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目标，
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大城市改造和基础设
施建设力度，不断膨胀区域中心城市，提高规模
等级，发展建制镇，加快城镇体系建设。新型城
镇化步伐持续加快，中心城市功能进一步完善，
辐射带动能力显著增强，县城和中心镇承载能
力 不 断 提 升 ，全 市 常 住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达 到
42.8%。

自 2007 年开始，他们以“六城联创”为契
机，通过持续、深入、全面的开展创建活动，使信
阳城乡面貌发生巨大的改变，产生了巨大的经
济效应和社会效应，掀起了共建魅力信阳的热
潮，不仅使城乡面貌改善了，环境优美了，更促
进了信阳党员干部队伍作风转变，增强了他们
干事创业的力量、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

经过 40年的发展，信阳教育事业也迈上了
崭新台阶，高中教育质量连续多年在全省保持
领先，空军招飞连续 6年位居全国地级市首位，
信阳农林学院升本，信阳学院成立，至今已有普
通高等学校5所，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学校35所，
普通高中63所，初中314所，小学1642所，特殊
教育学校10所，教职工总人数8.6万余人。

老区群众身体健康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居
民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200余
万在外务工人员全国率先享受异地就医医保跨
省结算。医疗资源发展迅速，信阳已拥有 3314
家医疗卫生机构，包括38所综合性医院、3所精
神病专科医院、19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71所
乡镇卫生院。各县区全都建有中医院、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妇幼保健所（院）。

先后建成了市级120急救指挥中心、市级中
心血站、市传染病疾病医院（所、站）和 5所医学
在职培训机构，以及村卫生室 2557个和社区卫
生服务站 66个。以市县区卫生机构为中心，乡
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所（室）为依托的三级
医疗预防保健网络进一步健全完善。全市医疗
技术水平也随着硬件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而逐
步提高。

信阳连续 10年荣获中国十佳宜居城市、连
续8年上榜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可以为证！③9

千方百计为民生无中生有产业旺

由大到强乡村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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