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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郾城区围绕全面落

实新时代漯河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布局、“四城同建”战略部署和

全区“1351”总体工作布局，聚焦

“三大攻坚战”、乡村振兴战略、

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动能转化、

城市功能完善、保障改善民生，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保持了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和

谐稳定，迈出了高质量发展新步

伐，为中原更加出彩增添浓彩，

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献礼。

不忘初心谋发展 砥砺奋进谱新篇

现代化的农业生产

24小时智慧阅读空间

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生活

转型升级 工业提质增效

郾城区深入企业开展专题调研，对纳入
重点产业项目、省级技改项目和市定工业

“三大改造”重点项目进行跟踪服务。不断
完善省、市、区三级技术改造项目库，对符合
条件的技术改造项目及时纳入项目库予以
重点监测。鼓励企业通过“机器换人”、实施
数字化或智能化改造等方式不断完善企业
发展模式，支持企业加强与互联网深度融
合，积极推进企业进行智能化改造。截至目
前，该区江山天安已改造建设 8000平方米
智能化信息化车间一座，实现系统自动排
产、手机 APP数据采集，产能提高了 2倍。
叮当牛已建立智能立体仓库，可实现立体存
放、自动存取、数据采集自动存储，有效提升
工作效率,降低人工成本。

同时加大骨干企业培育力度，专题调
研掌握企业发展规划、市场发展环境、存
在困难问题，明确发展目标，制定培育措
施。上半年，全区市定 19 家“十百千”亿
级工程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13.7 亿元，同比
增长 45.8%，实现税收同比增长 63.7%。
区定 47 家重点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20.9 亿
元，同比增长 35.4%，实现税收同比增长
67.9%，税收实现增长的企业 30 家，增幅
15%以上的企业 21家，重点企业增速明显
提升。

优质服务 推进项目建设

郾城区实行重大项目县级领导分包
制度，从项目前期工作到竣工验收，各分
包县级领导全程参与、一包到底，对项目
前期手续办理及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时
召开现场会或周例会予以协调解决，努力
为项目建设顺利推进扫清障碍。认真落
实重点项目建设周例会制度，强化问题导
向、跟踪问效，制定《推进台账》，明确重点
推进事项、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确定相关
单位责任。结合全区深入开展的“纠转提
争”活动，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

“党员攻坚小组”等，驰而不息深化作风建
设，加强干部担当意识，打造优质高效的营
商环境。截至 7月底，全区 4个省重点项目
已完成投资 11.39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
95.7%，14个市重点项目已完成投资 21.46
亿元，占年计划的 72%。38个区定重点项
目 已 完 成 投 资 44.7 亿 元 ，占 年 计 划 的
62.4%。

精准招商 拓展发展空间

郾城区深化产业布局，围绕生物医药、
健康食品等主导产业，瞄准世界 500强、中
国 500强、央企、知名民企等国内外大企业
开展精准招商。组建三个层次的招商队伍，
设立珠三角、京津冀、长三角、闽东南4个招
商办事处，成立10个镇（办）、产业集聚区招
商分局，组成27个区直单位招商分队，区直
单位一把手亲自挂帅，组织开展招商活动。
建立“招引项目预审制度”，对全区所有在谈

或意向项目，召集相关职能部门，聘请有关
行业专家，定期不定期召开预审会议，从投
资规模、投资强度、亩均税收、环境影响等方
面进行严格把关，及时筛选，提前取舍，保证
招引项目的质量。今年以来，郾城区共外出
招商 80余批次，邀请企业来郾考察 70多批
次，拜访企业（商会）160多家，摸排项目信
息 40多个，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15个，总投
资91.6亿元，重点引进世界500强京东集团
和国内 500强希望集团，签约超 10亿元项
目两个，为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
能。

传承文化 书写魅力郾城

郾城区围绕市委、市政府“四城同建”
决策部署，结合区域实际和特色，开工建设
一批标志性工程，形成初步汉字文化特色；
开展一系列汉字文化活动，营造汉字文化
建设浓厚氛围；支持创作一批文艺精品，增
强汉字文化传播能力；组织开展系列汉字
文化普及活动，提升汉字文化名城的影响
力和知名度。

开展“弘扬汉字文化 打造墨香郾城”
活动。组织书画艺术家志愿服务队进机
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打造

“墨香机关”“墨香校园”“墨香企业”“墨香
社区”和“墨香乡村”。举办少儿启蒙开笔
礼、青少年读书会、许慎文化大讲堂、祭先
贤诵经典、汉字文化宣讲等活动，推动汉
字文化融入百姓生活。在城区街头游园
和乡村游园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试点，按
照“一园一主题”“一路一特色”“一村一景
观”的原则，在游园内植入村规民约、乡风
民俗、家风家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元素，立体呈现汉字文化名城形象，打造
独 具 特 色 的 郾 城 乡 村 游 园 汉 字 文 化 品
牌。以凤凰岛、香陈湾、孔沈邓石磨家园、
裴城镇古村落、幸福渠等文化资源为依
托，增强汉字文化融入感和历史体验感，
培育汉字文化旅游线路和旅游目的地，打
造精品汉字文化旅游项目。建设智慧阅
读书屋，提升文化软实力，24 小时为读者
提供读书学习、图书借阅等免费服务。加
强以许南阁祠、彼岸寺经幢为代表的历史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认真落实历史文
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

提高品位 绘就宜居画卷

郾城区以“四城同建”为引领，超前谋
划，创新思路，千方百计惠民生、优生态，“绿
满郾城”、游园建设、公厕革命、清洁城市、主
次干道环境提升等一系列举措全面铺开，努
力打造有品质、有温度、有底蕴、有颜值的宜
居之城，辖区居民也收获更多幸福感。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路网畅通提速提
标，太白山路、解放路、泰山北路、交通北路
等 6条断头路顺利贯通。完成辽河路农贸
市场、淞江美食街升级改造，建成立体绿化
项目 4 个，打造宣传长廊 12 条、好人巷 8
处。建成祁山路、淞江路等7条道路雨污分
流工程，整修破损干道近 8万平方米，升级
背街小巷168条，改造老旧小区50个、空中
管线103公里。

城市管理全面加强，城乡环卫市场化改
革当年启动、当年见效，城区保洁面积由
370 万平方米扩至 460 万平方米，实现了

“管干分离”“一把扫帚扫到底”。6 个镇、
143个行政村配备保洁员 920名、垃圾清运
车 35台，30多万农村群众享受到了和城市
一样的保洁服务。

坚持城区、镇、农村“三位一体”，水网、
路网、林网“三网合一”，生态林、产业林、景
观林“三林共建”。新建街头游园152座，新
造林1.1万亩、全市第一，成为全市生态建设
样板，森林漯河现场观摩会、全市植树造林
推进会在该区召开。坚持“以绿荫城、以水
润城”，突出中原生态水城建设，全力配合幸
福渠水系、沙澧河大二期等工程，确保中心
城区水系全线贯通，为全区人民呈现十里滨
水大道、十里花海长廊。

大力推进市民文明素质建设。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大公益宣传力
度，深化志愿服务行动，营造向上浓厚氛围，
引领群众文明风尚。创新在城区16所中小
学开展“小手拉大手·共创文明城”主题教育
活动，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未
成年人综合教育体系。

乡村振兴 激发“三农”活力

郾城区以深化农业结构性调整为主线，
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规划先行、突出重

点、因地制宜、典型引路，乡村面貌美丽蝶
变，民众获得感和幸福感显著提升。一幅宜
居、宜业、宜游的乡村美丽画卷，正在郾城大
地缓缓展开。

扎实推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行动、
高标准粮田建设示范工程，新建高标准粮田
0.96万亩。夯实农业发展基础，实施农田水
利重点工程，全区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41万
亩。统筹推进农机配套项目建设，全区耕、
种、收机械化率达到 86%，建立 500亩以上
农机化示范园区 1个。稳步推进农业可持
续发展，全区各类现代农业示范园区91个，
提升和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园区2个，标
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180个，建成农作病
虫害防控示范区2个，全区绿色防控面积达
29.9万亩，建成“蓝天卫士”监测点43个，搭
建了火情预警监测的“天眼”，夏秋两季农作
物秸秆实现全面禁烧。融合发展一二三产
业，相继组建粮食、芦笋、休闲农业和食用菌
等11个产业联合体。农业新业态新功能持
续拓展，裴城镇裴城村成为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历史古村，龙城镇孔沈邓村成为古传统农
耕文化名村。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修护裴城
古村落等村居，整合聚博文化园、孔沈邓耕
读园、花桂庄园、伊人黑玫瑰庄园等旅游景
点，开通了周末旅游免费直通车。

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建成乡村游
园105个，新建、改造绿化面积50多万平方
米，基本实现村村有游园，形成了“四季有
绿、观景赏花”的乡村娱乐休闲游园景区。
在农村公路两旁、田间、村网进行廊道绿化，
植树208万余棵，绿化面积达1.91万亩。覆
盖全区、投资 1.1亿元的美丽乡村项目已基
本完工，90公里的“四好农村路”工程已建
设完成。2.1万人的安全饮水项目主体工程
已全部完工。完成二类公厕改建 19座，建
设完成农村污水处理厂16个。

探索精准扶贫新途径，采用“龙头企
业+生产基地+贫困户”的经营模式，向企
业投放扶贫资金，按照年收益不低于 10%
的标准，获得固定利息收益。实施“消费
扶贫”开辟增收新渠道。为扶贫产品搭建
产销对接平台，加强宣传推介力度，拓宽
扶贫产业销售渠道。建立全区特色优势
农产品目录，目前已培育出莲年丰莲藕、
沙埠口小白瓜、李集粉条等 10 多个自有
农产品品牌。 （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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