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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魏延军 黄伟伟 王雷

偃师因公元前 1046年周武王东征

伐纣在此筑城“息偃戎师”而得名。作为

洛阳市下辖唯一的县级市，被列为国家

级重点开发区域，是河南省经济扩权市、

对外开放重点市、城乡一体化试点市。

近年来，偃师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

洛阳市各项决策部署，解放思想、砥砺奋

进，加快建设富裕活力人文美丽幸福新偃

师，当好洛阳率先发展排头兵，奋力谱写

高质量发展精彩篇章。2017年，全市完

成地区生产总值 507亿元，固定资产投

资 374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49

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84亿元，一

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0.5亿元，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153元，农民人均

纯收入 18086元；先后荣膺全国科技进

步先进县（市）、全国卫生先进市、全国文

物保护工作先进县（市）、国家园林城市、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城市、中国书法之

乡、中华诗词之乡、省文明城市、省卫生城

市等多项荣誉。

投资 18亿元的大项目 1个月签约、3
个月开工，当年实现投产见效……今年 3
月入驻偃师市产业集聚区的新星轻合金
材料（洛阳）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亚先激动
地说：“从这个项目洽谈签约到落地，我们
感受到了偃师服务和偃师速度。”

转型升级等不得慢不得。偃师牢牢
抓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创新开展

“百项工程”攻坚活动，将经济社会发展各
方面的项目纳入其中，对重点项目实行市
级领导分包、首席服务官服务、周例会协
调、半月督查、双月联席会、双责双促等制
度机制，实现项目建设扎实有序推进。与
此同时，偃师以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河
南自贸试验区洛阳片区建设为契机，从优
化营商环境入手，聚焦产业转型升级，以

“软招商”带动“强质量”，为“老典型”带来
了“新动能”。

面对经济转型大潮，偃师立足打好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张牌，紧紧围绕洛
阳市“四高一强一率先”奋斗目标、“9+2”
工作布局、“五强六新五特”现代产业体

系，确定了以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产业
为主导产业，以新能源、现代物流产业为
新兴产业，以电子商务、文化产业为特色
产业的“222”现代产业体系，以体系为引
领，以项目为支撑，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
质增速。

偃师被誉为“中国三轮车之都”，国内
近40%的三轮摩托车在这里下线；偃师拥
有全国最大的分子筛生产基地，产品关键
指标入围国际前三名，成功打破了进口产
品独大的局面。在两大主导产业中，三轮
摩托车产业已形成从车架、后桥、减震器
等零部件生产到整车生产的完整产业链，
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三轮摩托车产销基地，
并朝着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新能源车产业
基地迈进；以建龙微纳新材料、龙海玻璃
等企业为龙头，正在形成分子筛吸附材
料、金属复合材料、超薄玻璃材料等新材
料产业集群。

在两大新兴产业中，以东方日升、万
年硅业、万吉新能源等企业为龙头，新能
源产业已形成从多晶硅、拉棒（铸锭）到

组件、光伏电站等的光伏产业链；以林安
国际商贸物流城、华润医药、健稷粮食合
作社等企业为龙头，现代物流产业已形
成集三轮车新能源车零部件和整车物
流、医药物流、农产品仓储物流等于一体
的产业集群。

在两大特色产业中，以bgp云计算数
据中心、万村淘科技、万达快线等企业为
龙头，电子商务产业已形成从仓储到电商
平台、电商培训等较完整的产业链；以二
里头遗址博物馆、玄奘故里文化产业园、
商城遗址保护展示等项目建设为契机，文
化资源优势正转化为推动发展的新动力。

进入新时代，偃师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为民营经济的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和制度支撑，助
力民营经济在稳定增长、增加就业、推动
创新、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据统计，到2017年，民营经济完
成营业收入 1557亿元，民营企业总数超
5000户，吸纳就业人数22.1万人。

改革开放 40 年，政策给力，爬坡过

坎，转型发力，偃师民营经济一路奋进、一
路精彩，实现了从“微不足道”到“举足轻
重”的历史飞跃。

——民营经济占比稳步提高。1986
年 ，国 有 及 集 体 工 业 总 产 值 占 比 达
91.5%，私营、个体工业总产值仅占8.5%；
2017年，民营企业实现增加值 465亿元，
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超 92.7%，其中营业收
入超亿元的民营企业达 75家，超 10亿元
5家。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再创辉煌。
1978 年全社会投资总额仅为 1187 万元
（0.12 亿元），2017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达到 3804633万元（380亿元），年均增
长23%。

——经济总量实现历史跨越。1978
年经济总量仅为 1.45 亿元，1991 年突破
10 亿元，2003 年突破 100 亿元，2006 年
突破200亿元，2017年超过500亿元。

一组组喜人的数字，正是偃师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有力证明，更是走向富裕活力
人文美丽幸福新偃师的美好开端。

民营经济 蹄疾步稳奔向新时代

河水清澈、水草繁茂、鱼虾成群，曾经
水清河晏的伊洛河承载了多少人的美好
的记忆。

随着工业经济的蓬勃发展，生态环境
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靠什么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这场硬
仗？关键是要找准问题，精准发力。偃师
把环境污染防治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和重
大民生工程，成立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
组，出台“史上最严”的环境污染防治管控
措施，集中精力打赢五场硬仗，守护偃师蓝
天绿水。

开展“小 散 乱 污 ”企 业 治 理“ 歼 灭
战”。对辖区范围内凡是不符合产业政
策、产业布局规划，污染物排放不达标及

土地、环保等手续不全的企业进行全面
深入排查，对发现问题的企业立即关停
并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到位的企业严格
落实“两断三清”。去年以来，偃师已排
查“散乱污”企业 1582 家，按照取缔类、
升级改造类、搬迁改造类正在进行集中
整治。

开展扬尘治理“持久战”。狠抓建筑
施工现场管理，全面落实“七个百分之
百”；开展“零点夜查”，突击治理渣土车扬
尘，查处渣土车交通违法行为3000余例；
城乡环卫工人全天不间断进行保洁，各类
环卫机械坚持“一日四洒”“一日两洗”；开
展夜市及露天烧烤集中治理专项行动，治
理规范 300余家；建成 3个洁净型煤生产

配送中心，取缔散煤销售点 25家，拆除燃
煤散烧设施 400余个。全市供热入网面
积 440 万平方米，市区集中供热率达到
75.1%。完成双替代民生工程5300余户，
淘汰老旧车6000余辆。

全力推进水污染治理和水源地保
护，偃师上下众志成城力啃“硬骨头”，从
源头截污治污，让碧水清流重现。偃师
启动实施了“两河两渠”综合治理、伊洛
河排污口整治、黑臭水体治理、中州渠人
工湿地提标改造、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
区设标立界等项目；开展河流“清洁行
动”，清理河道 5500米，清理垃圾 8处，取
缔砂场 10处。

打响土壤污染防治“保卫战”。偃师

坚持保护优先和自然恢复为主、工程措施
与管理措施并重，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协同推进风险管控、污染预防、治理
修复三大举措，确保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
定，农用地土壤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建设
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完成上
级下达的各项任务。

加快推进伊洛河河岸绿化工程。对
伊、洛河两岸背水坡以外进行绿化，绿化
带 30米宽，今年以来已完成绿化种植面
积1010亩，完成投资约3500万元。

2016年，偃师优良天数达标 212天，
2017年达标269天；两年的国省控断面水
质达标率和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取水
水质达标率均为100%。

生态环境 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深秋时节，偃师城区就像一幅崭新的
画卷，洛河两岸花红柳绿，人工湿地白鹭
嬉戏，城市道路一街一景，游园绿地见缝
插绿，文化广场上欢歌载舞……这是偃师
坚持文明创建与城市建设内外兼修、城市
转型与民生改善融合推进的成功实践。

七朝古都，文脉流传。在城市建设过
程中始终坚持文化精髓贯穿于城市建设，
文明根系深植于城市发展。紧抓历史机
遇，加快推进二里头国家遗址博物馆及遗
址公园建设、汉魏洛阳故城的龙虎滩湿地
游园等一批文化产业项目。注重提升偃
师城区文化品位，重塑城市古韵新风，用
无声的建筑传承文化记忆，诠释着薪火相
传的使命和担当。

近年来，偃师将党的十九大精神、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城市提质工程。
集中打造了一批公益广告主题街道、主题

公园、主题社区、主题学校，还设置灯杆公
益广告牌 5000 余块、文化墙 3万多平方
米。设立“好人广场”“道德模范一条街”，
在村镇按照一村一特色、一街一亮点的整
体布局，集中打造了 12个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示范点，并建成 31 个村级家风馆。
以春风化雨培育文明乡风，潜移默化地引
领着越来越多人朝着“最美”前行。

结合“文明为根，文化为魂”的城市建设
理念，偃师还提出了以人为本建设宜居美丽
新城的目标。以“双十”工程为引领，以城市
创建促发展惠民生。今年以来，偃师实施城
建提质工程类项目 106个，总投资 113.7
亿，已完工项目27个。

为提升区域通行能力，偃师相继完成
华夏路东延和文化路、新新路、张衡路改
造以及太和路、夏都大桥等项目，启动实
施滨河路、夏都大道南延及迎宾大桥、偃

石路提升改造等工程，加快打通“断头路”
“卡脖子路”。

加快推进西寺庄、后庄、齐庄、高庄、
前纸庄、后纸庄等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启
动塔庄、新寨整村征迁，开工建设中裕大
厦、金融大厦，加快建设街头游园、公厕、
垃圾中转站，目前已建成游园23 个，让市
民“出门进园、开窗见绿”；建成城市书房5
座，形成“15分钟阅读圈”；市区公厕总数
达 60座，实现“市区每 500米有公厕”；市
区垃圾中转站总数达 22座，切实提高垃
圾收集转运效率。

与此同时，偃师还立足构建“一中心、
一重点、六特色、美丽乡村全覆盖”的现代
城镇体系。重点打造翟镇夏文化旅游小
镇、缑氏玄奘文化旅游小镇、山化特色景
观旅游小镇、府店生态旅游小镇、大口生
态休闲观光小镇、邙岭花木种植生态小

镇，实现美丽乡村全覆盖。
按照城市规划，到2020年年底，偃师

的各项城建指标将标注“新高度”：城市路
网密度不低于每平方公里 8公里，实现城
市交通绿色出行分担率85%以上，公共供
水普及率90%以上，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88%以上，燃气普及率 90%，供热普及率
65%，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95%以上；
绿化覆盖率 39%，绿地率 34%，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 10平方米，建成区 20%以上的
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建设 6公
里左右的各类地下综合管廊等，跻身全国
一流县级城市行列。

天蓝水清，文明花开，宜居宜业，砥砺
向前。

偃师，这座阅尽千年沧桑巨变的魅力
古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正焕发出更加耀
眼夺目的光彩！

偃师：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精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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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师商城植物园升级改造完成，市民载歌载舞
王祝鹏 摄

正在建设的“最早的中国”——二里头遗址夏都
博物馆效果图

三轮摩托车新产品下线 黄伟伟 摄

偃师市洛河综合治理，实现了水清、岸绿、景美

城建提质 建设宜居宜业美丽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