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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国上下喜迎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之际，经国务院批准，

长垣近日正式撤县设市。埋头

苦干担使命，奋勇争先再出发。

站在新起点的长垣，迎来了又一

重大发展机遇。

地处黄河“豆腐腰”的长垣，

曾经由于地上无资源、地下无矿

藏、自然灾害频发，一度穷得“春

天喝不上糊涂，冬天穿不上棉

裤，十里八乡见不着瓦屋，小伙

子娶不上媳妇”。新中国成立

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面对

窘境，坚忍不拔、不愿服输的长

垣人“用一根棉签培育出了一个

卫材产业；一把锤子打造出一个

起重产业；一把刷子绘出了一个

防腐产业；一把瓦刀筑起了一个

建筑产业；一把勺子炒香了一个

厨师产业。”一跃成为经济强县。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初

的长垣县全年粮食总产量仅有

5.9 万吨，国民经济收入 805万

元。而 2018 年，长垣全年地区

生产总值已经达到 368.6亿元，

农业总产值64.1亿元，粮食总产

量73.2万吨。

2019长垣国际马拉松赛将于 10月 20
日在长垣举行，参赛规模将达到7500人。时
隔一年，国际马拉松赛即将再次激情开跑。

去年 10月份，长垣举办了首届国际马
拉松赛，“体育+旅游+美食”的新型赛事模
式吸引了众多国内外跑友参加，舒适宜人
的环境受到选手们的一致称赞。而这次比
赛也被中国田径协会评为“铜牌赛事”，并
获得了“民族民俗特色赛事”称号。

来自郑州的29岁跑友程永全是首届马
拉松赛男子全程马拉松的冠军，同时也是全
马、半马项目中唯一一名中国籍的冠军选
手。“这是我第一次来长垣，周围景色也很漂

亮。”程永全说，今年的比赛他还会来参加。
全国汽车场地越野公开赛、新春广场

健身操舞大赛、环中原自行车赛分站赛、
“武动中原”……积极承接、主办各种体育
赛事，打造“赛事之都”，这是长垣市完善文
化消费设施、培育新兴产业、引领文明新风
的重要举措，也是做好城市发展的题中应
有之义。

今年以来，长垣把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与
文明城市创建常态化工作相结合，做好“以
水润城、以绿荫城、以文化城、以业兴城”四
篇文章，大力解决群众最关心的出行难、停
车难、如厕难、入学难、就医难等问题，城市

的功能品质、环境品质、文化品质和服务品
质进一步提升。2019年全年谋划百城建设
提质工程项目184个，总投资达545.8亿元。

长垣把“水”和“绿”作为城市建设的
“灵”和“韵”，加快构建生态环境建设体系，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围绕“以绿荫
城”，扎实开展国土绿化提速、建设森林长
垣行动，今年完成营造林4.65万亩，建设森
林乡村 18个，完善河渠绿化 65千米，道路
绿化 169.9 千米；加快道路、游园等绿地的
建设和改造提升，增绿增花、完善配套设
施，截至目前，先后建成如意园、三善园等
公园、游园 69处，建成区绿地面积 1524.87

公顷，公园绿地面积 372.57 公顷，绿地率
36.9%，绿化覆盖面积 1694.5公顷，绿化覆
盖率 40.96%，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1.82 平
方米；围绕“以水润城”，加快城市水环境整
治、河堤生态修复、城市防洪排涝、水体联
通等项目建设，形成生态型循环水系，打造

“一心、三环、四轴、九湖”的城乡景观。
早上 6时 30分，长垣老城区的东湖公

园内熙熙攘攘，到处都是健身的人。“以前
这里就是个臭水坑，谁也不会来这儿转
悠。”家住附近的 54岁的牛景泉笑着说，自
从前年坑塘改造后，他每天早上都要来这
里走上几圈再回去吃早饭。

扮靓蒲城，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2

9月 3日，河南省工商联正式对外发布
2019河南民营企业 100强榜单，新乡市共
有6家企业上榜，其中长垣就占了一半。不
仅有卫华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矿山起重
机有限公司、驼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3家
企业进入综合性 100强，另外还有 12家长
垣民营企业进入了全省制造业 100强、现
代服务业 100强、现代农业 100强、社会责
任100强榜单。

据统计，长垣目前有民营企业1.3万多
家，民营经济贡献率占全市生产总值的
90%、固定资产投资的 80%、税收收入的
95%、吸纳就业的80%、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85%。

作为长垣体量最大的支柱产业，长垣
起重行业从零配件翻修的家庭作坊起步，
目前已经拥有起重机械整机制造企业 120
多家，相关配套企业近千家，从业人员 8万
余人；具有年产33万台整机、170万台（套）
起重机零部件的生产能力；桥门式起重机
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70%以上。平均每 1分
钟有3.2套起重配套产品、每1小时有38台
起重机整机下线，从长垣走向全国乃至世
界各地，远销至非洲、南美、中东、北美、欧
洲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卫材领域的发展同样令人瞩目——自
上世纪 70年代开始从制售胶皮塞、医用笔
刷、棉签、棉球在医疗器械市场上打拼，如

今敷料类产品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70%以
上，出口70余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医疗
器械行业生产总值突破 100亿元。今年年
初，长垣被授予“中国医疗耗材之都”称号。

还有防腐、建筑、烹饪……多年来，无
惧困苦、坚忍不拔的长垣人书写了一个又
一个波澜壮阔的行业传奇。长垣县多个特
色产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全县经济实力
快速跃升。2018年，长垣地区生产总值达
368.6亿元，同比增长7.4%。

一直以来，长垣市坚持以发展民营经
济为主导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大力实施“民
营立县、特色兴县”战略，始终把民营经济
作为立县之本，坚持鼓励、支持、放手发展

民营经济的战略导向不动摇不折腾，始终
保持政策措施的连续性、一致性，让民营企
业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发展。

始终把民营经济发展纳入全市发展规
划，让民营企业发展方向不偏、步子不乱、
健康有序；始终把企业家作为最宝贵的财
富资源，树立和宣传企业家先进典型，畅通
企业家参政议政渠道，在全社会形成尊重
企业家、支持创业者的社会氛围和人文心
理；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坚定不移构建“亲”

“清”政商关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制度
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
管理优势和人才优势，目前长垣重点民营
企业已经实现了党组织全覆盖。

民营经济成富民强市“金钥匙”1

全域振兴，让农村农民共享发展成果3

驼人健康科技产业园实景

首届长垣国际马拉松赛掠影

商场内购物的人群

卫材企业生产车间

俯瞰长垣市区俯瞰长垣市区

9 月 7日，晚上 8时，长垣市蒲西街道
云寨村灯光绚烂，游乐场里孩子们打闹嬉
戏，一旁的“网红桥”上竞争激烈，随着摇
摆幅度的加大不时有玩家跌落水池之中，
引起众人的一片哄笑。“现在有个这么好
玩儿的去处，可比在家看电视强多了。”和
家人一起出来散步的村民孙景龙笑着说。

“现在天气凉了，我们准备把水换成
气垫，让网红摇摆桥成为一个长期项目。”
云寨村党支部书记云振胜说，前两个月气
温高的时候基本每天晚上都有近 7000人
来村子游玩，最近承办的一场相亲活动更
是吸引了一万多名群众参与。距离城区
仅十分钟车程，这个曾经典型的农业村，
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途
径，集体产业逐渐成形，村子里的游乐设

施、茶餐厅、民宿等成了城区居民娱乐休
闲的新选择。眼看着收入越来越高，已经
70岁的村民云保勤说：“这日子是越来越
有过头了。”

去年 8月份，在首次村“两委”换届之
后，长垣市组织对新一届村党支部书记进
行培训，主题就是乡村振兴怎么干。

“能否实现乡村振兴的顺利开局，关键
在村党支部书记。”培训会上，时任县长、现
长垣市委书记秦保建提出了实施“11115”
乡村振兴计划，即成立一个集体经济组织、
编制一个多规合一的村庄规划、启动一个
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主的一揽子农村综
合改革方案、制定一个三年计划、实施“五
大行动”（畅通行动、净化行动、绿化行动、
美化行动、文化行动)，使大家对如何推进长

垣乡村振兴有了明晰的认识。
截至目前，长垣市乡村通车里程达到

2015.2 公里，燃气主管网通达所有乡镇
区 ，主 街 道 和 公 共 场 所 路 灯 安 装 率 达
95%；铺设农村污水主管网 1101 余公里，
建设污水处理站 306座，完成农户改厕 8.6
万户，目前使用无害化卫生厕所农户共计
15.4 万户，覆盖率达 96.2%；建成围村林
305个，新增街道绿化村 450个，建成游园
（公园）973 个，街道廊道绿化 1816 公里，
成片造林 9万余亩，森林覆盖率达 26.5%；
完成 256个村庄建筑风貌、外立面美化的
进一步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
增强；开展文化行动，建设标准化村室 420
个、党群文体广场 542个，举办“舞台艺术
送农民”等文体活动 680余次，农民的文化

活动大大丰富。
为 了 引 导 各 行 政 村 深 入 实 施

“11115”乡村振兴计划，长垣去年还出台
了《乡 村 振 兴 示 范 工 程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年）》，确立 3年投入 18亿元
的“369”财政投入计划，采取村申请、乡把
关、市验收模式，创建乡村振兴达标镇和
示范镇，以及达标村、示范村，其中示范村
更是细分为 5个星级，制定了不同的奖励
标准。根据级别及年份，可获得 50万元至
1200 万元不等的奖励金额。目前全市有
411 个村开展乡村振兴示范创建工程，占
城市区规划外村庄总数的 77.4%，其中，达
到三星示范村标准的 1个、二星示范村标
准的 6 个、一星示范村标准的 24 个、达标
村标准的 38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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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长垣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