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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丘：锐意进取动力足

民生福祉明显改善 保障力度越来越大

40年来，沈丘坚持走惠民之路，居民收入水
平节节攀高，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尤其是最近五
年，围绕“富民强县、率先脱贫、撤县设市、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沈丘在新起点上再跨
越，为发展再铸新引擎；面对发展压力，沈丘不忘
初心，认真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引领，
铿锵前行；伴随着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生活新期
待，沈丘坚持以人为本，不忘初心，始终把保障民
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致力于在全面小康
路上不让一人掉队。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保障民生投入是关键。
过去的五年，沈丘县坚持实施“十项重点民生工
程”，财政民生支出每年都占公共财政总支出
70%以上，各项民生事业蓬勃发展。五年来，沈
丘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通过编制 2015—
2017年农村公路三年行动计划，将全县所有贫
困村涵盖在内，统筹整合了县发改委、交通、国
土、扶贫、农业综合开发等部门农村道路项目资
金，规划修建农村道路1048公里，实现所有自然

村之间道路通达目标。为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该县持续投入 1500多万元用于乡村的美化、绿
化、亮化、修垃圾池等基础设施建设。五年来，沈
丘县大力实施文化惠民提升工程，投资 1000多
万元在行政新区高标准建成了设施齐全的全民
健身活动中心，成为了广大群众锻炼、休闲的好
去处；投资3000多万元建设的老干部活动中心、
青少年活动中心也已建设完成，实现了城乡群众
文化活动歌舞有场所、学习有书屋、电影送下乡、
数字化电视“村村通”的文化生活目标，丰富了城
乡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城乡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指数。五年来，沈丘公众安全感和执法满
意度持续提升。县长民生热线办结率达到
100%，党 政 纪 处 分 33 人 ，回 访 满 意 率 达 到
93.6%。推进社会治安民生保险，新建改建22个
乡镇综治中心、510个村级综治中心，扎实推进

“一村一警”和治安监控建设，依法严厉打击违法
犯罪行为，一件件得民心、顺民意的实事落到实
处，群众幸福指数节节攀升，城市知名度、影响力
和美誉度大幅提升。

2002年，沈丘县被列入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2011年，又被列入国家大别山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重点县。2014年，全县共有建档立卡贫困
村159个，建档立卡贫困户30689户 122757人。
经过近几年的精准帮扶、不懈努力，全县脱贫攻坚
成效显著。截至2017年年底，全县159个贫困村
全部脱贫，已脱贫人口27112户 111606人，未脱
贫 3577户 11151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90%，先
后通过县级自评、市级初审、市第三方评估和省级
核查，符合贫困县退出条件，结果已向社会公示。

在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沈丘始终把脱贫
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坚持以脱贫
攻坚统领发展全局，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工
作部署，聚焦“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
问题，着力推进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
全力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通过健全完善产业
扶贫机制，增强产业扶贫的可持续性，增强贫困
群众与扶贫基地的利益联结，让贫困群众得到更
多实惠。积极做好扶贫就业车间的新建、改造，
重点抓好中小微企业招商入驻和生产经营，确保
贫困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积极与保险
机构开展合作，推广特色扶贫农业保险，有效规
避产业风险。加大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力度，完成
整合 4.5 亿元，已拨付 2.5 亿元。持续开展金融
扶贫，注入3700万元，与国开行、邮储银行、农信
社、中银富登等银行合作，发放扶贫贷款 1963
笔、3.1 亿元，为 36 家产业扶贫基地争取贷款

1715万元。创新开展保险扶贫，出资 357万元，
为贫困群众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大力开展教育
扶贫，认真落实各项国家助学政策，将贫困学生
全部纳入资助范围。扎实开展健康扶贫，全面落
实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加快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尽快完成卫生室、村室、文化广场、有
线电视、危房改造、通村班车、新一轮农村电网改
造、饮水安全巩固提升等建设任务。

五年来，全县大力推进产业扶贫，建成74处
就业车间、293处光伏发电台区、26处种植基地、
17处养殖基地。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改革潮流浩浩荡荡。改
革开放40年间，沈丘先后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县、
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全省市县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考核评价先进县，连续六年被表彰为
全省对外开放先进县，连续两年在全市四制工作
综合考评中荣获第一名。曾经承载过光荣和梦
想的沈丘，正用自己的激情和创新，实现着富民
强县的理想。这方浸透着“重义崇商，敢做善成”
文化精神的土地，正搏动着不甘平庸的血脉，充
满着搏击未来的信心和勇气。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沈丘人民一定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再
创辉煌、再谱新篇！”沈丘县委书记皇甫立新坚定
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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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丘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豫皖交

界处，辖 22个乡镇（办事处），578 个

行政村（社区），户籍总人口 140.47万

人，2014 年农村户籍人口 123.75 万

人；县域总面积 1080平方公里，耕地

面积114万亩。这里是一方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风景秀美、充满魅力的土

地，在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的伟大

征程中，历届县委、县政府紧紧依靠全

县人民，无惧风雨，艰苦奋斗，锐意改

革，开放进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

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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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全面深化 向着小康之路进发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发展势头不断向好

40年来，沈丘坚持走加速之路，经济总量不断扩
大，综合实力显著增强。2017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260亿元，高于全省 0.4 个百分点，居周口市第 2
位,是 2007年的3.25倍、1987年的148倍；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246.1 亿元，总量连续 5年居周口市第 1位,是
2007 年的 11 倍、1987 年的 300 倍；完成财政总收入
12.8 亿元，总量在河南省 158个县（市、区）中排名 33
位，连续五年居周口市第 1位,是 2007年的 8倍、1987
年的 182.8倍。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沈丘经济发展呈
现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良好态势，地区生产总值、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三项
指标增速稳步提升，小康社会建设稳步推进，2014年,
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全省年度市县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考核评价先进县；2015年，被确定为河南省扶贫开
发工作A类县；2017年，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全省脱
贫攻坚工作先进单位。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40年来，沈丘坚持走求索之路，三大产业跨越发
展，经济体制逐步完善。调结构、促转型、谋发展，沈丘
积极探索转型发展之路，紧紧围绕国家产业政策导向，
以新型工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基础、旅游服务业为先
导，实现了从“一网独大”到“多点支撑”的完美蜕变。

特别是近 5年来，沈丘县产业集聚区从小到大，连
续四年被表彰为全市综合实力最强产业集聚区，
2011—2014年连续四年被表彰为全省先进产业集聚
区，连续三年被表彰为省级二星级产业集聚区。商务
中心区从无到有、发展迅速，成功晋升为省级一星级
商务中心区，第三产业占全县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 7
个百分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逐步形成，为高质
量发展积蓄了新动能。

以华丰网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100多家聚酯
网企业，通过“政府引导、技术创新、转型升级”的发展
路子，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协会为平台、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态势。五年来，先后引进具有国
内外先进水平的生产设备 200台（套），创建省级高新
技术企业3家，研发新产品30多项，其中6项获省部优
秀产品、2项获国家级重点新产品。机械电子产业产值
快速增长,凯旺电子积极成立产学研合作基地，每年拨
付不低于销售额 3.8%的资金，用于创新研发，如今，已
累计申请专利 219项。企业自主研发的安防产品，占
全国市场 60%以上；河南乾丰暖通高标准建成 3个实
验室，新上采暖散热器、高大空间空调系统及燃气设
备，产品销往世界各地；怀安工贸成功转型为欧尚电
子，年可产手机460万部……今年上半年，电子机械产
业生产总值已达到38亿元，同比增长15.6%，实现税收
2089.6万元。以三闸纺织为龙头的棉纺织、服饰加工
等企业，则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科技含量，有效提高产
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2015年 12月，装有“沈丘制造”
的朝拜巾、毛巾、浴巾等纺织品的列车，沿着陆上丝绸
之路驶往沙特等中东国家，开始了海外“掘金”之路，且
收获颇丰。

城市环境是社会和谐与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志。40年来，沈丘坚持走拓荒之路，基础设施建
设如火如荼，城乡面貌焕然一新。2007 年至
2017年，全县实施较大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96个，共投入 399.4亿元，城乡面貌全面改观。
持续开展的以“夯实文明城市创建基础”为主题的
环境卫生大清理活动。针对城区主次干道、城市
出入口，卫生死角、集贸市场、沿街门店、车站周
边、背街小巷、城中村及城乡接合部的环境卫生现
状，对建筑垃圾和卫生死角逐片开展全面清理。
主次干道和重点区域做到24小时保洁，城市出入
口、背街小巷等部位做到16小时保洁；城区垃圾
密闭收集运输、日产日清，清运率达到100%。

“五六十年代淘米洗菜，七十年代洗衣灌
溉，八十年代河水变坏，九十年代鱼虾绝代。”这
首曾经在沈丘广泛流传的顺口溜，十分形象的反
应了沙颍河水受污染的变化。

面对刻不容缓的治污形势和老百姓的热切
期盼，沈丘县加大污染防治工作，持续投资近 2
亿元建设了沙北污水处理厂、沙南污水处理厂和
垃圾填埋场。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先后开展了雷

霆行动，大气、水环保执法专项行动，打击“十五
小土”专项行动等各类环保执法行动50余起，检
查企业千余次，累计关闭取缔黏土窑厂40余家、
印染企业10家，造纸企业8家，“十五小土”企业
360余家，移送公安机关 4起，查封违法违规企
业 35起，对 9家企业实施了约谈。对河流实行
生态补偿制、目标责任制及在线监测等一系列措
施，沙颍河水质近十年来明显好转，纸店出境断
面水质年均值已连续多年达到国家控制目标Ⅳ
类地表水标准。现在的沙颍河河水变清了，空气
清新了，柳条依依，清波荡漾，游人如织，垂钓者、
锻炼者接踵而至，沙颍河畔成了大众乐园，老百
姓口中的顺口溜也变成了“鱼儿跳、野鸭闹、水变
清、群众笑”。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名噪一时的最大“污水
坑”，到如今的“水韵绿城”，无论城市还是乡村，
沈丘给人的第一印象已从当初的脏、乱、差转变
成了净、绿、畅。绿水绕城，蓝天常驻，市容整洁，
人心和善，这座沙颍河边的美丽小城在绿色发展
与城市文明建设上的脚步越来越坚定，越走越深
远……

基础设施加速完善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贫困户发展种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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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车间建在家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