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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食用菊种植基地

板材加工车间

书写新时代发展新答卷
——来自通许县社会经济发展的报告

电动汽车成品大厅 李文中 摄

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通许县城新貌通许县城新貌 蒋振福蒋振福 摄摄

小麦收割场景 陈维 摄

县城水系一景

□本报记者 童浩麟
本报通讯员 王新杰 陈维

通许，古称咸平，历史文化悠久，春秋
时期为许国地，既有牛首城、石仓城、斗城、
裘氏城四座繁华的城池；北宋太祖建隆元
年（960年）始置通许镇，取自汴京直通许国
故地之义。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春秋时
期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子羽；留下“智者
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名言
的秦汉时期军事家李左车；七步成诗、被称
之“才高八斗”的曹植；北宋名相寇准；唐宋
八大家的欧阳修都在这片土地上书写了历
史传奇。境内有子羽墓、曹植墓、庞涓墓等
历史文化名胜。现隶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开封市，通许县辖 1个街道办事处、11个乡
镇、1个高新技术开发区，304个村（社区），
总人口69万，总面积767平方公里，耕地总
面积85.7万亩。

这片广袤而富足的家园，也曾饱受日
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加之花园口黄河
水淹、“水旱蝗”自然灾害，变得满目疮痍。
通许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建水
东抗日独立团，浴血奋战。1949年，通许人
民迎来了新中国的阳光，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奋起医治战争创伤，建设幸福家园，
使贫穷的通许又焕发了勃勃生机。

民以食为天，解决温饱问题是头等大
事。1949年～1976年，通许县先后经历了
土改、成立互助组、实行人民公社化、大修
水利设施、科技推广等，虽然农业生产有所
发展，但生产力落后的状况未发生根本转
变。1949年粮食亩产只有49公斤，棉花亩
产只有10公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
放政策，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从 1979年夏
到1981年秋，由推行定额包工责任制，到普
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农业
经营体制的重大变革，调动了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年年跨上新台阶。
1983 年，小麦亩产 242 公斤，总产 128094
吨，实现了“夏大于秋”的历史性转变。广
大农民也与“红薯汤红薯馍，离开红薯不能
活”的困苦生活告别，过上了“一季保全年，
白面吃不完”的好日子。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许县各项事业进入发
展的快车道。

经过历届通许县委、县政府的辛勤努
力，通许县先后成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
质量安全示范区、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全
国土地节约集约模范县、全国法治创建活动
先进县、全国农业标准化示范县、全国防震
减灾工作考核先进县、全国农村留守流动儿
童关爱服务体系试点县、河南省对外开放先
进县、河南省卫生县城、河南省园林县城、河
南省双拥模范县、河南省基层组织建设先进
县、河南省信访工作先进县。如今的通许，
高质量发展的思路更加精准，在县委十二届
五次全会上，提出了加快建设“制造业转型
升级先行区，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生态文
明休闲宜居县城，文化旅游特色县城”的发
展定位和“党的建设、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文化旅游、土地综合利用、‘放管服’改

革、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业转型升级、城市生
态文明建设”等8个出彩点，进一步走准走稳
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
济发展高质量——

通许县紧扣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这一
主题，坚持守正创新、持续加力，选干部配班
子、抓基层打基础、育人才聚贤能，为全县各
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

忠实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分级分类抓好轮训，深入推进党
的十九大精神走深走实，累计培训2万余人
次，全县党员干部落实“两个维护”的政治自
觉更加坚定。扎实开展干部“三考评三排
序”工作；坚持“一线是最广的平台”，选派一
大批优秀年轻干部到脱贫攻坚、环境治理等
前沿阵地锻炼成长；坚持“严管是最大的爱
护”，运用“五步联动”工作机制，干部管理监
督的“严实底色”愈发鲜明。突出“一切工作
到支部”的鲜明导向，创新开展“5+N”主题
党日，持续聚焦打牢基层各项基础制度；深
入开展“抓乡促村、整县提升”党建观摩，进
一步激发创先争优内动力；先试先行圆满完
成全省村（社区）“两委”换届试点工作，形成
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通许经验”，在全省村
（社区）“两委”换届座谈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县乡部门联动构建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整顿
大党建工作格局；积极开展“四面红旗”评
选，不断提升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引领力。

坚持“人才是最优的资源”，制定了人
才引进办法和急需紧缺人才“绿色通道”，
使人才工作纲举目张、有的放矢。稳步推
进校企合作，提升对各类人才的承载力和
吸引力。伴随着时代强音，全县上下不驰
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让党的旗帜飘得更
高、干部作用发挥得更好、基层基础筑得更
牢、党员形象树得更好，在砥砺奋斗中书写
党建工作的精彩“答卷”。

三次产业全面发展——

步入面积 16.5平方公里的通许县高新
技术开发区，一条条道路纵横交错，一座座
厂房拔地而起，处处感受到项目建设的滚滚
热潮。2019年上半年，通许县高新区工业增
加值完成6.2亿元，同比增长7.9%；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15亿元，同比增长10.2%；税收完
成5500万元。投资12亿元的东啟新能源汽
车项目，中低速电动车生产线已经正式投
产；投资6亿元的河南丽星食品二期生产项
目，生产车间已建成投产，马铃薯粉丝、粉皮
等产品远销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国家；投资3
亿元的建祥木业智能化生产线已正式投产，
无尘车间一条条自动化板材加工生产线，让
人赞叹人工智能的高效率；投资3亿元的生
物质热电项目已开工建设……

农业基础更加坚实。持续强化粮食核
心区建设，夏粮实现十六连丰。大力推进
种植业结构性调整，将低质低效的传统农
业调成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多次与外国
专家局农业博士工作站、中国农大教授工
作站、郑州市蔬菜所等科研机构合作，强化

了在品种调优调新、施肥、病虫害防治及订
单农业等方面的指导，增加了农产品的科
技含量和附加值，充分解决农民“种啥”“咋
种”的难题。同时，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
段，加快农业物联网技术、智能农机的改造
应用，充分发挥“电商+基地+农户”农产品
销售渠道和“政府+运营商+服务商”的益农
信息社模式的作用，解决了农产品“咋卖”
的问题，促进农民普惠式增收。全县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4年的 9995元
增加到了2018年的14155元，

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特色商业区建
成区面积达 1.3 平方公里，今年上半年，共
引进省外资金 4.1 亿元，增长 95%；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9.89亿元，增长5.9%；完成税收
2505万元，增长37%。渝创民族商贸城、国
奥广场、鸿海国际广场、简美美家等项目建
设快速推进。金融服务进一步优化，金融
机构存贷比达50.6%。普惠金融有序推进，
金融服务站点实现村级全覆盖。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通
许县以“极简审批、极速效率、极优服务、极
严约束”为目标，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和

“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制订了《通许县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全面推行
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扇门”、现场

“最多跑一次”“平台之外无审批”和重大项
目建设并联审批制等改革事项，使建设工
程项目的审批办理时限由原来的 206个工
作日压缩至 26个工作日，多次在全省政务
服务成绩单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叫响了项
目落地的“通许速度”。

建设生态宜居新城乡——

截至目前，通许县城规模扩展到 19.6
平方公里，是 1949年的 13倍。东湖、咸平
湖、岳家湖碧水荡漾，滨河公园、人民公园、
岳家湖生态公园风景如画，一个生态、和
谐、宜居、宜业的“和美新城”呈现在人们面
前。通许县城区绿地总面积达到 483.6 万
平方米，绿地率达 30.2%，绿化覆盖率达
35.6%，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5.8 平方
米。新农村建设日新月异，小城镇扩大。
初步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辐射全县 12个
乡镇的城镇网络体系，全县城镇化率达
34.2%。“城大了，楼高了，路宽了，水清了，
环境美了！”这是今天通许群众的赞叹。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项目和高标准农田
建设，第一批耕地提质改造项目正在实
施。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涉及朱砂、孙
营等10个乡镇 41个行政村，受益人口7.18
万人。2019年年初，通过平安河、故道西支
将黄水引入咸平湖、东湖、滨河公园、岳家
湖等水系，为县城水系提供充足水源，有效
改善全县水生态环境。

脱贫攻坚工作取得阶段性
进展——

作为脱贫攻坚任务较重的非贫困县，

通许县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村 53个，有贫困
人口的非贫困村233个；共有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 10912 户 38634 人。截至目前，已实
现脱贫 7447 户 29271 人，脱贫贫困村 47
个，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1.61%。2019年，计
划实现剩余贫困村和 5200 人贫困人口脱
贫，贫困发生率将下降至0.72%。截至今年
上半年，通许县共投入扶贫专项资金 6412
万元，谋划实施财政专项资金扶贫项目 81
个 ，开 工 率 100% ，竣 工 26 个 ，竣 工 率
32.1%；资金拨款4346.44万元，资金拨付率
达67.78%。共谋划产业扶贫项目32个，对
接扶贫专项资金 3443万元，产业投入占比
53.7%。调整种植业结构，积极发展特色种
植业和绿色养殖业，累计覆盖贫困户 9417
户。对 597户无产业覆盖贫困户通过产业
扶贫发展资金入股进行产业帮扶。527人
参加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开发公益性岗
位安置贫困劳动力 1771人，劳务输出转移
就业 2047 人。返乡创业人员通过各类经
济 实 体 带 动 贫 困 劳 动 力 就 业 7276 人 ，
15981名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全部实现转
移就业。

科教文卫全面提升——

2019年，申报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家；申报开封市“科技小巨人”企业 1家;
申报开封市创新龙头企业和开封市科技创
新人才计划1家;积极做好科技型中小企业
备案工作。教育事业持续发展。高招报名
6144人，单招录取 1213人，本科上线 1848
人 ，上 线 率 46.5% ，专 科 上 线 率 达 到
99.7%。投资4736.7万元，实施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全面改薄和长效机制项目。认真落
实文化惠民工程，送戏下乡艺术团开展公
益性演出100场、舞台艺术送基层55场、宣
传党的十九大精神演出 20场、戏曲进校园
21场。为全县 304个行政村放映公益电影
1488场。扎实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完
成了社会医疗保险整合。开展基本公卫服
务 均 等 化 ，居 民 健 康 档 案 建 档 率 达 到
99.46%。

社会保障扎实有力——

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
斗目标，今年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完成
3912人，占全年目标任务的78%；下岗失业
人员再就业完成 1190人，占全年目标任务
的 99%；其中安置就业困难人员 395人，占
全年目标任务的 98%。创业担保贷款发放
7648万元，占全年目标任务的 85%。劳动
力转移就业 117982 人，新增劳动力输出
1911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砥砺前行——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许人民凭着一股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踏实苦干。农
业、工业、城乡建设、文化、教育、卫生等各
项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共创辉煌——通
许人民不懈奋斗、与时俱进，用勤劳、勇敢、
智慧书写着新时代通许发展进步的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