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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履铿锵七十载 千年古县换新颜
——舞阳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报告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赵明奇 刘亚伟 张永璐

聚焦精准抓扶贫，脱贫成果
持续巩固提升

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
第一民生工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扶贫工作重要论述，按照“重点抓帮扶，关键
抓精准，核心促增收”工作思路，狠抓责任落
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圆满完成各项减贫
任务，顺利实现贫困县脱贫退出，成为全省
第一个脱贫退出的省级贫困县。

2018年以来，承接脱贫摘帽良好态势，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着力在巩固
脱贫成果、提升脱贫质量上下功夫，坚持一
手抓减贫、一手抓防贫，持续实施“脱贫攻坚
巩固提升年”活动，聚焦“两不愁三保障”这
一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不断健全完善预警
监测、防控返贫、长效帮扶三项机制，积极培
育食用菌、蔬菜、花生、生态林果等六大特色
扶贫产业，着力打造六大扶贫产业园区，创
新推行“企户联动、社户联动、银户联动、村
户联动、村社联动、村企联动”六种带贫模
式，在消化贫困存量、控制贫困增量、提升脱
贫质量上，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舞阳实际的
巩固提升脱贫成果的有效路径，为打好打赢
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
础。截至目前，全县 114个贫困村全部脱贫
退出，已累计脱贫退出 13728 户 45038 人，
剩余贫困人口 2190户 4866人，贫困发生率
降低至0.91%。2018年，全县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10450元，是2012年的3倍。

开放转型促发展，经济综合
实力显著增强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
发展这一根本要求，坚持提速发展与转型升
级并重，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盐及化工、医药化工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
级，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加快发展，
现代农业迈出坚实步伐，三次产业占比调整
到13.6∶52.7∶33.7，结构更趋合理。

全方位开放成效显著。始终以开放的
姿态迎接机遇和挑战，主动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和中部崛起战略发展大局，围绕盐
及化工、医药化工等主导产业发展，发挥招
商基地作用，主动承接产业转移，着力引进
龙头型、基地型、总部型项目。2018年组织
大型主题招商活动 6 次，签约投资项目 57
个，举办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3次，开工建
设重点项目 27个，投资总额 126.55亿元，全
年实际利用外资 12344 万美元、省外资金
42.85亿元，进出口总值 72908万元，增速全
市第一。

工业转型升级实现新跨越。充分发挥
盐及化工产业基础优势，先后促成中盐、中
农、永银、河南金山集团等一大批央企和行
业龙头企业落户舞阳，盐及化工产业链条不
断完善，产业规模和产品质量逐步提升。
2018年，全县盐及化工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
275亿元，成为舞阳首个超二百亿级产业集
群。特别是金大地投资 73.2 亿元新上 6个
重大项目，成为联碱生产规模世界第一、纯
碱生产规模世界第二、智能化水平全省领先
的联碱行业领军企业。近年来，围绕产业转
型升级，积极推进智能化、绿色化、技术改
造，金大地智慧工厂、中盐智能制造均走在
省市前列，中盐公司被评为全省工业智能化
改造优秀企业。全县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50%以上。坚
持把医药化工作为盐及化工产业升级版，威
森生物医药、豫博生物科技等一大批医药化
工企业入驻投产，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医药
化工产业发展态势良好。积极推动传统产
业提质增效，实施设备换芯、生产换线、机器
换人，以贾湖酒业为代表的食品酒水、服装
服饰等传统产业焕发新生，贾湖酒业曾成功
入选河南白酒“五朵金花”。大力实施创新
驱动战略，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协鑫
光伏、天润风电等一批科技含量高、带动能

力强的新产业、新技术项目取得实质性突破，
战略性新兴产业蓄势发展。经过多年发展，
2018年全县工业企业发展至260余家，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达76家，工业总产值达到81.9
亿元，是1949年（20万元）的4.095万倍。

现代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坚持把服
务业提质增效作为优结构、促转型的新引
擎，持续实施服务业攻坚行动计划，围绕建
设区域性现代商贸物流基地，大力发展现代
物流业，巨象、宏通、邮政等仓储物流园区进
一步扩规增效，华鑫漯阜物流在新三板成功
挂牌，填补了全市服务业企业上市空白；电
子商务、金融保险等新业态快速增长，成为
全省第四个农村淘宝项目县，县电商产业园
被科技部认定为首批“星创天地”。坚持房
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
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
房制度，促成知名品牌房地产企业投资舞
阳，碧桂园、建业、昌建等项目加快推进，房
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城市形
象、改善了居住环境。

现代农业基础更加稳固。以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建设国家级现代
农业示范基地，持续推进农业综合开发，16
万亩现代农业示范区基础设施、综合生产能
力不断提升，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生
态畜牧养殖和生态农业发展工程成效显著，
粮食总产持续稳定在 60万吨以上，成功创
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区。不断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品牌建设，
加快农业产业化转型升级，农业在改革征程
中焕发蓬勃生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
体系，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达 1024家，家
庭农场 334家，荣获全国畜牧业绿色发展示
范县称号。

统筹协调促振兴，城乡融合
发展格局逐步完善

从“一条马路跑全城，半城灰尘一身
土”，到如今，纵横交错、宽阔洁净的道路通
达四方，各具特色、风格迥异的绿地游园星
罗棋布……一路走来，舞阳城乡融合发展经
历了起好步、奠基础、迎跨越的光辉历程。

城乡建管水平持续提升。过去的舞阳，
由于历史欠账较多，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
服务能力方面严重滞后，与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有较大差距。近年来，舞阳县坚
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把城市和乡村作为
一个整体统筹谋划，围绕建设“生态宜居名
城、历史文化名城”战略定位，抢抓全省百城
建设提质工程第一批实施县机遇，以“三城
同创”为载体，围绕以道路畅通为主的基础
设施建设、以绿地游园为主的健身服务设施
建设、以改善教育医疗文化条件为主的公共
服务建设、以水环境治理为主的生态环境功
能完善，着力抓好“一路、一环、两个水系、四
路双修、五城同创、十大游园”建设，加快完
善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城乡
融合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成功创建省级文明
城市、卫生城市、园林城市。在规划编制上，
先后聘请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国内知名设
计团队，编制完成城乡总体规划和各类专项
规划 33个，强化规划管控，确保一张蓝图绘
到底。全面启动生态水系建设，澧河水环境
综合整治、水务基础设施、环城水系建设等
项目有序推进，总投资 9.7亿元的沙河航运
工程开工建设，甘江河、三里河实现互连互
通，澧河水入城的愿望成为现实。近五年
来，全县新修改造城区道路 42条，铺设各类
管网320公里，整修背街小巷51条 56公里，
新建公园游园广场 24处，中心城区面积达
到 34.6 平方公里，是 2005年的 3.72 倍。开
创了舞阳有史以来投资规模最大、成效最为
明显的城市建设新局面，特别是人民广场、
人民公园、植物园的建成开放，填补了舞阳
没有大型活动场所的空白，为全县群众创造
了更加便捷安全舒适美丽的出行环境和生
活环境。

乡村振兴扎实有序推进。坚持把乡村

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突
出特色制胜，多方聚力，科学统筹，推动农业
农村工作迈上新台阶。规划实施“五镇十
村”“一河两岸”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从改
善农村环境、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培育主导
产业、弘扬乡风文明等方面入手，全力打造
示范村，以点带面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探
索实施城乡环卫保洁一体化市场化运作，全
面推进农村“污水革命”“垃圾革命”“厕所革
命”，农村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扎实推进特色小城镇建设，北舞渡历史文化
名镇、莲花中原航空小镇、舞阳盐浴小镇、文
峰香菇小镇等特色小镇建设初见成效，示范
带动作用日益凸显。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探索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
股金、农民变股东，深入实施农业产业化集
群培育、生态畜牧养殖和生态农业发展工
程，农村一、二、三产不断融合，镇村经济发
展迈上了快车道。

深化改革增活力，要素瓶颈
制约加快破解

舞阳县以“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胆略
和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的勇气担当，深入
实施改革推动、创新驱动战略，全力破解人
才、土地、资金三大瓶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蹄
疾步稳抓好各项改革任务，投融资体制改
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深入推进，“放管
服”改革加快实施，“一网通办”“只进一扇
门”“最多跑一次”“一号对外”改革全省领
先。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成果
转化，全县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家，市级以
上研发中心企业 5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 50%以
上。持续创优人才发展环境，聚焦经济发
展、产业转型、法律事务等重要领域，积极实
施校企合作、校地合作，柔性引进专家博士
87名。积极拓宽投融资渠道，组建成立净资
产达 34亿元的舞阳投资集团公司，累计融
资 10.92 亿元，组织实施涉及道路、生态治
理、乡村振兴等公共基础设施PPP项目8个，
涉及总投资82.45亿元。全面启动土地收储
体制机制改革，用足用活占补平衡增减挂钩
土地政策，争取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 1.93
亿元，探索推进“三块地”改革，整理各类用
地指标5376.2亩，实现土地出让收入3.98亿
元，为城市建设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坚实基础。

扛好责任筑屏障，生态文明
底色更加鲜亮

近年来，舞阳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
展理念，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狠
抓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坚决打赢蓝天保卫

战，严格落实“六控一应对”“六个百分之百”
等措施，全面清理“小散乱污”企业，严格执
行企业错峰生产、限产停产制度，加强燃煤
散烧管控，空气质量持续好转，2018年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达 213天，PM10、PM2.5指标
考核均居全市前列。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
严格落实河长制，持续加大水务基础设施建
设力度，积极开展重点河流综合整治行动，
三里河疏浚治污工程和甘江河生态调水工
程建成投用，出境断面水质持续稳定达标。
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加强农业面源点源污
染治理，认真开展土壤污染疑似地块排查治
理，区域土壤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在全市多
次环保观摩中，舞阳县均保持先进位次。

用情用心保民生，城乡居民
生活大幅改善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遗余
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谋福祉。在抓好
省市民生实事的基础上，持续加大民生领域
资金投入，民生事业支出占财政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比重始终保持在 70%以上，教育、医
疗、文化、就业、养老等各项事业协调发展，
群众生活条件和收入水平明显提高。全县
上下认真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和地方党政领
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不断增强社会治理
能力，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推
进“平安舞阳”建设，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和
谐，群众安全感指数持续提升，连续三年位
居全市第一、全省前列。

有效融合强保证，党的建设
质量不断提升

围绕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
高质量，把党的建设贯穿于经济发展各环
节、全过程，在思想认识、力量摆布、工作部
署上有机结合，做到目标融合制定、工作融
合推进、载体融合创建、资源融合使用，真正
把党建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把党建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积极探索“党建+扶贫”“党
建+环保”“党建+重点项目”“党建+民生”等
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融合新模式，创新开展

“三比三争”作风建设主题教育，大兴学习调
研实干之风，凝聚攻坚合力，实现全县上下
思想同心、目标同向、工作同力。扎实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把握目标
要求，着力提高主题教育的针对性指向性，
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
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有力保障主题教育深
入推进。深入推进抓党建促脱贫、促乡村振
兴，大力实施“双强双富”工程、“逐村观摩、
逐项过硬”行动，着力整顿软弱涣散村级党
组织，有针对性开展机关党建示范点创建，
加强非公有制经济党建工作，做到“经济发
展到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作用就发
挥到哪里”，有效激发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活力。

70 年峥嵘岁月，70年拼搏进

取。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党中央

的坚强领导和省委市委的正确指导

下，舞阳县历届县委县政府率领全

县广大干部群众团结拼搏、栉风沐

雨，在峥嵘岁月中砥砺前行，用勤劳

双手谱写了社会主义建设光辉篇

章，创造了千年古县经济社会发展

的傲人变化。七十载季节轮回，如

今的舞阳已旧貌换新颜。鳞次栉比

的楼房刷新着城市建设的高度，四

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提升着开放的速

度，民生领域的持续投入和脱贫摘

帽的顺利完成，提高了群众的幸福

指数，产业集聚区的拔地腾飞增强

了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2018

年，全县生产总值达195.1亿元，是

1949 的 700 多倍；地方财政总收

入 14.19亿元，是 1949年的 3000

倍左右；人均可支配收入、固定资产

投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等经济指标大幅攀

升，各项经济指标始终保持在全市

前列……这一项项华丽的转身，为

舞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按下了“快

进键”，跑出了“加速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舞阳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重大决

策部署，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指导河南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

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扣

高质量发展根本要求，积极践行新

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着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防风险，围绕加快建设“三

个基地 两个名城”战略定位，围绕

“三个高于、四个显著提升”奋斗目

标，深入推进新时代舞阳经济社会

发展“三五三三”工作布局，各项工

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县呈现出经

济平稳运行、改革有序推进、开放不

断扩大、民生持续改善、社会和谐稳

定、党风政风好转的良好局面。

市民休闲好去处——舞阳植物园 谢鹏飞 摄

改造后的城区道路焕然一新 谢鹏飞 摄

纯碱产能亚洲第一、生产工艺国际
一流、绿色循环经济行业标杆企业——
河南省金大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谢鹏飞 摄

舞阳人民广场 张守阳 摄

精 彩
漯 河

【舞阳】
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