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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康龙

集团众口生态循环农业科技园

里，前来观光、采摘的游客络绎

不绝。

北部循环经济产业园里，天

还未亮，来自全国各地等待拉货

的车辆已排成了长龙。

离县城 30多公里的观音堂

林站石板河风景区里，风景如画，

游人如织，乡村游方兴未艾。

…………

这些镜头，是近年来宝丰县

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中流击水正当时。近日，记

者从该县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1

至 6月，该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156.5 亿元，同比增长 8.4%，增

速排名全市第一；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 10.3%，排名全市第

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排名

全市第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长11.7%，排名全市第一；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完成7.48亿元，同

比增长 19.17%，税比 72.9%。

全县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的发

展态势，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顺

利实现了“双过半”。

“发展蕴含希望，奋斗赢得未

来。近年来，面对经济下行的严

峻形势、转型发展的艰巨任务和

生态环保的巨大压力，我们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党建为

引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坚持

三产融合、城乡一体，扎实推进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绘就民生幸

福新画卷，书写宝丰发展新篇

章。”宝丰县委书记许红兵说。

“我们前营乡党的建设不
断加强，阵地建设进一步提
升……”8月 3日上午，在
宝丰县广播电视台演播
大厅，该县前营乡党委
书记张远航第一个登
台对该乡的工作进行

“晾晒”。当天，该县13
个乡（镇、林站）和36个
承担经济社会发展职能
单位的一把手，登上“党建
引领、比拼四季”工作大比拼
第二季度擂台，晒工作、亮成绩、
谈思路。

据了解，自 2016年以来，宝丰县以党
建为引领，坚持每季度开展一次工作大比
拼擂台赛，对各乡（镇、林站）、各单位的党
建基础设施、队伍建设、活动组织等进行考
核，激发党建引领潜力，促进招商引资、项
目建设、脱贫攻坚、人居环境改善等工作全
面发展、全面进步。

“在党建工作的强力推动下，我们着实

尝到了甜头。”商酒务镇党委书
记庞旭辉说，今年以来，该
镇把党建工作融入整体
绩效考核标准中，产生
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由
于基层党员在各项工
作中发力，许多难题被
无形化解，社会更加和
谐，经济高速发展。

宝丰县还积极开展
形式各样、内容丰富的党建

活动：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
大讲堂、微党课、党员夜校、乡村

干部课堂、党建知识竞赛……
“通过开展‘争第一、比贡献、树正气’

活动以及‘守纪律、讲规矩’等集中教育实
践活动，我们将党建活动进一步有形化、常
态化，激发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活力，共
同谱写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许红兵说。

上图“党建引领、比拼四季”擂台赛在
激烈进行中

党建引领 释放实干新活力1

8月 23日，中国·宝丰第二届
农耕文化节暨鑫垚福禄文化
节在该县闹店镇葫芦种植
深加工基地开幕，成为当
地乡村游市场又一个吸
睛点。

据了解，闹店镇立
足农产品主产区乡镇
定位，大力推动林果采
摘、观光体验、餐饮民宿
为主的“农商文旅”融合
发展新模式，为农村一、
二、三产的融合发展铺就了一
条新路子。

农业方面，该县不断加大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力度，“五小水利”和高效节水灌溉
等项目基本完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
夺取全省红旗渠精神杯竞赛金奖。康龙
集团成为全县第二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
点龙头企业，全省最大的奶牛牧场——内
蒙古优然牧业万头奶牛养殖示范场项目
选定该县。2018年，宝丰县粮食总产28.5
万吨，蔬菜自给率80%以上。

工业方面，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翔
隆不锈钢产能持续释放，铁福来公司建成
投产，中材环保项目实现部分投产，制造

业基础进一步夯实。去年以来，
该县主动淘汰煤炭洗选等过

剩产能企业 14家。同时，
实施“三大改造”项目 28
个，大地水泥等 2 家企
业获评河南省绿色工
厂。暴龙眼镜等 5 家
企业总部全年缴纳增
值 税 和 企 业 所 得 税
5480万元，“总部经济”

成效初显。
服 务 业 发 展 势 头 强

劲。总投资10亿元的宝丰多
式联运智慧物流港项目成功签约，

汽贸城、西商农产品（冷链）物流园、豫宝物
流园等重点物流项目顺利开工，宝丰万洋商
品博览城项目建成营业，汝瓷研发机构和生
产企业超百家，年产销汝瓷200余万件，产
值超过6亿元；河南省旅游标准化示范县创
建工作通过中期评审，县科技馆、宝丰酒业
旅游园区成功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全
县累计接待游客35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4.5亿元。去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5%，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为6.4∶53.7∶39.9。

上图 工业经济成为宝丰经济发展
“顶梁柱”

三产融合 激活转型新动能2

城乡一体 走出发展新路子3

“现在村里通了公交车,群众
出门真方便。上车就一块钱,
半个钟头到县城。”近日，坐
上刚刚开通的公交车,宝丰
县商酒务镇皂角树村的李
征祥老人高兴地说。

今年5月,宝丰探索
实施城乡公交一体化运
作，主动把经济与文化、城
市与乡村、发展与惠民贯通
起来,以城带乡,互动发展。

近年来,该县把建设美丽
乡村、推进精准脱贫作为乡村振兴
的两条主线,推动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
服务向农村覆盖。他们大力推进城乡公交、
环卫、生态、道路、燃气、安全饮水等“六个一体
化”建设,促进了城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使城
乡发展实现同频共振。

随着“三清三改三增”项目的实施,王堂、
杨沟、朱洼等一批人居环境建设示范村旧貌换
新颜，实现了城乡环卫一体化。建成生态廊
道6.45万亩,为全县新增城乡绿化面积44万
平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28.7%,实现了城乡
生态一体化。完成村村通道路建设,实现了城
乡道路一体化。并以创建“四好农村公路”为
抓手,开通城乡公交,实现了城乡公交一体化。

此外,实施村村通天然气
工 程,实 现 城 乡 燃 气 一 体
化。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
程, 建 成 万 人 供 水 站 7
个,村级供水站 248 个,
推进了城乡安全饮水一
体化。并实施“厕所革
命”，今年新建城区厕所
60 座, 完 成 农 户 改 厕
13000户.……
“如今农村大变样了,像

一个大花园,比城里一点儿都
不差,日子越过越有劲!”9 月 6 日,

提起村上的变化,该县张八桥镇王堂村支部
书记杨淑英高兴地说。

为给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
力,宝丰县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不
断加快产城融合步伐。3年来,该县谋划实施
城乡建设项目260多个,总投资365亿元,截
至目前,已建成项目78个,在建项目85个,完
成投资126.5亿元,其中投资3.5亿元的西商
农博园项目、投资5亿元的豫宝物流园项目、
投资7亿元的汽贸城项目等一批重点项目,壮
大了城市实力,促进了产城融合。

上图 地处偏远的石板河村已成为美丽
的观光旅游度假区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修乐
本报通讯员 石少华

民生为先 绘就幸福新画卷4

“大病二次报销又为我报
销了15000多元，以后的生
活压力减轻了很多。”近
日，提起县里的大病二
次报销政策，该县前营
乡小连庄村村民朱辉
高兴地说。

从 今 年 1 月 1 日
起，宝丰县在全省率先
实 行 大 病 二 次 报 销 政
策，朱辉是该项政策的首
位受益者。他在各项费用报
销的基础上又报销了 1.5644 万
元，使保障内的实际补偿比达到 94.81%，
比过去增加了23.45%。

近年来，该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
力实施一系列民生工程，不断提升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018年，全年完
成民生支出 26.78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的73.3%。

该县围绕“十大民生工程”“十大重点
工程”“十条断头路贯通工程”和打通城市
微循环等，积极谋划并实施建设项目 158
个，预计总投资350亿元。截至目前，已完

工项目42个，在建项目85个，
完成投资58.9亿元；大力推
进棚户区改造，2015 年
以来共争取棚户区改造
项目 21个，小冯庄、丁
楼、辛庄一期和石洼棚
户区改造项目已完工。

脱贫攻坚是重点
民生工作，宝丰县不断
加大投入力度，使扶贫

政策全面落实。目前，光
伏扶贫、到户增收和金融扶

贫项目实现全覆盖，贫困户产业
覆盖率 100%，产业叠加度达到 4.2，户均
收益额度 1.56万元，所有贫困人口均达到

“两不愁三保障”标准。2018年，全年实现
9个贫困村出列，1242户 4093名贫困人口
脱贫，并在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中位居全省
第一方阵。

“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加自觉的担当、
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奋发的作为，加快
转型发展，建设幸福宜居宝丰，为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献礼！”许红兵说。

上图 乡村有了“共享单车”

一位游客在葫芦种植园拍照一位游客在葫芦种植园拍照

中流击水正当时
——宝丰县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纪实

宝丰乡村田野间多姿多彩

鸟瞰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父城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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