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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州，一片神圣而又美丽的热

土。走进陕州，秀美的山水风景如

画。黄河放歌，天鹅翔集，甘山耸

翠，崤函古道挽起东西两京，淼淼

碧水襟带三省锁钥，这里奏响黄河

岸边共赏古风雅韵，共享陕州新城

的美丽与繁华！

历 史 的 潮 流 滚 滚 向 前 ，在

5000 年的漫漫长河中，最震撼人

心的时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

人民从革命走向胜利，70 年前的

10月 1日，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在天

安门城楼上，以穿透寰宇的声音向

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

来了。

陕州，和全国各地一样，挣脱

了三座大山的奴役，迎来了她崭新

的时代。无数陕州儿女为此欢呼

雀跃，载歌载舞。

社会经济强势崛起1

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

陕州又称陕县，在漫长的岁月中交替
沿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疾风骤雨式的
土地革命席卷陕县大地，让所有百姓都圆
了“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为了保卫刚
刚建立的新中国，许多热血青年挥手告别
家乡父老，毅然跨过鸭绿江，将英名忠魂
留在了异国他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中，陕县的广大农村经历了从合作组到初
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嬗变，实现了从
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历史跨越。1957年为
了支援三门峡大坝建设，陕县放弃环境优
美的陕州老城，迁入三门峡市区办公，开
始了近 50年有县无城的历史。此时的陕
县工业白手起家，由过去的小手工作坊，
逐步裂变为以煤炭、化工、化肥、水泥、瓷
器、耐火材料等为支撑的五小企业，支撑
着陕县经济的半壁江山。

改革春风绿神州，开放窗口涌潮流。
1978年 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改革开放的大门渐次打开，我国的经济体
制改革在农村取得突破性进展,改革开放
的大门渐次打开。陕县农民对土地的投

入热情空前高涨，土地承包责任制不断落
实深化，水利设施日趋完善，科学种田意
识愈加浓厚，粮食产量逐年递增，文卫事
业全面发展，教育强县战略进一步实施，
电力、道路、饮水、广播电视逐步实现村村
通，群众的生活得到显著改善。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1994年，陕县
县城西迁办公，从此结束了有县无城的历
史，开启了快速发展的新纪元。以党的十
八大胜利召开为标志，以陕县撤县改区为
分水岭，陕州，在千年轮回中完成了又一
次凤凰涅槃。近年来，全区上下高举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
绕“坚持一个领导、突出两个转型、走好四
条路子、打好五套组合拳”的总体思路，以
高质量发展为根本方向，从落后的农业县
演进为以实体经济为中心，大力发展二、
三产业的经济区，从温饱不足的贫穷县建
设成为全面发展小康社会，新型城镇化稳
步推进，东中西协调发展，多种经营共生
共荣，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迈进，乡村振兴不断推进。

工业发展势头强劲2

陕州区工业转型加快推进，工业园
区化、集约化之路越走越实，与中国石
化、兴浩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联
合打造石油催化剂产业园；与常州市
新北区政府合作，推动制药、高分子材
料等沿江企业向陕州有序转移；“产业
集聚区常州工业园”建设开始启动；新
鑫源年产 1500 吨 1-4 酸钠盐等 3个项
目建成运行；年产 5000 辆节能轻量化
专用车、年产 5000 辆冷链物流运输专
用车等项目建成运行，河南骏通荣获
全国著名商标，富通物流园一期汽车

展厅项目全面建成。“栽下梧桐树，引
得凤来栖。”陕州区在军民产业融合方
面实现了新突破，大型无人机生产基
地项目开工建设；中科数遥遥感卫星
地面接收站及定标校验场项目顺利推
进；成功举办第二届中欧卫星遥感应
用大会暨三门峡卫星应用大会，并获
得首个“卫星应用示范城市”称号。与
贵澳集团签署协议，投资 9亿元的航天
农 业 示 范 园 项 目 即 将 启 动 ；引 进 了

“LTCC”新材料项目，打破了国外的技
术垄断。

三产活力持续迸发3

陕州区在不断完善城市功能的同时，
全力打造自然山水宜居城市。共投资 40
亿元，以打造“产业高地、城市中心、市民
乐园”为目标的芭蕾奥特莱斯国际小镇项
目成功签约；高阳山大健康产业园成功获
批省级现代服务业专业园区。特色商业
区成功晋级为省定一星级，陕州地坑院景
区功能不断完善，7D玻璃天桥建成对外

开放，窑洞宾馆基础土建完成，5A级景区
创建工作正式启动；高阳山温泉国际度假
区温泉主题酒店试营业，中心景观湖加快
建设，温泉谷康养项目全面启动，高阳山
中州华鼎饭店冲刺五星级酒店目标；黄金
文化旅游项目加快建设，空相寺景区设施
不断完善，高端民宿项目建设扎实推进，
全域旅游迈出坚实步伐。

现代农业量质齐升4

陕州区坚持特色富农战略，成功创
建国家级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园，推动现代农业融合发展体系加快
构建。“果、牧、菜、烟、菌、 林”六大特
色支柱产业不断壮大，连续多年夺得红
旗渠精神杯，粮食产量连创新高。二仙
坡绿色果业有限公司成功创建国家级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二仙坡品牌
荣获中国著名商标、二仙坡绿色果业有
限公司荣获全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

行动先进民营企业称号,二仙坡苹果香
飘全国。陕州红梨红遍全国，柳林李子
畅销全国。创特色、打品牌、高效益，食
用菌、果品、规模养殖实现了新的突破。
积极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工作，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四大系统、一
大平台”。大力发展农业电子商务，引
导农业企业“触网”发展，在 2018 年，农
产品销售额达 3.4 亿元，经济效益非常
可观。

三大攻坚强力有效5

陕州区积极动员全区干部群众打好
精准脱贫攻坚战，实施易地扶贫搬迁项
目 12 个 ，截 至 2018 年 年 底 ，陕 州 区
1207 户 3919 人完成搬迁，全面完成

“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任务。深入
推进“百千万”工程，建成扶贫培训就业
基地 24 个，产业就业基地 204 个，产业
增收大棚 2564个；大力实施金融扶贫，
发放办理扶贫小额贷款 1.46 亿元；转移

就业、教育扶贫、社会保障、健康扶贫等
行业扶贫政策全面落实，全面小康步伐
加快。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陕
州蓝”成为周边人向往的最美颜色；认
真落实“河长制”，狠抓截污纳管和流
域治理，青龙涧河北梁桥断面水质达
标率 100%；深化饮用水源保护，全区
12 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民生事业加快推进6

全年财政用于民生支出21.7亿元，占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5.5%。解困保民
生、文化惠民等“十件实事”全面落实。社
会保障全面推进，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不
断得到解决。文化、旅游、教育、体育事业
全面进步，群众性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截至 2018 年年底，陕州区财政收入
18亿元,比 1978年陕县财政收入 650万
元增加17.94亿元，比1949年陕县财政收
入 66 万元增加 17.99 亿元；农业总产值
334232万元，比 1978年全县农业总产值
5627 万元增加 328605 万元，比 1952 年
全县农业总产值 1420 万元增加 332812
万元；工业总产值2015年 3474780万元，
比 1978 年陕县工业总产值 5210 万元增
加 3469570 万元，比 1952 年陕县工业总
产值 102 万元增加 3474678 万元；2018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916.1元，
比 1978 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 68.8 元
增加 12847.3 元，比 1953 年农民人均纯
收入 44.1元增长 12872元。70年来陕州
区的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有力地促进

了该区经济持续较快发展，70年来致力
于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实践，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
经验。

七十年风雨兼程，七十年波澜壮阔；
七十年奋斗不止，七十年硕果累累。从东
部的红土地，到西部的三道塬，从崤山脚
下，到黄河之滨，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
伐，古老而美丽的陕州正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征途上阔步前进……

陕州腾飞凯歌旋 七十历程铸辉煌

甘山红叶醉秋色 王琳 摄

纵横交织的陕州区交通网络 王琳 摄

二仙坡苹果喜获丰收 肖伟 摄

宫前乡肉牛育肥基地 肖伟 摄

骏通车辆公司宏伟场景 员江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