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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漫步长葛市，绿树

成荫，碧水如带，城市景观靓装迎

客，农村环境焕然一新。许港产

业带加速布局，产业集聚区、大周

产业集聚区、产业新城茁壮成长，

森源集团、黄河集团、金汇集团

等一批行业骨干企业百舸争流；

双洎河国家湿地公园水草丰茂、

白鹭翻飞，扩容后的增福湖波光

粼粼，产业新城中央公园游人如

织……创新创造创业激情迸发，

生产生活生态同频共振，让长葛

市生机勃勃、魅力无限。

“打造水清天蓝地绿的‘产

业重地、人间仙境’，是许昌市委

对长葛提出的新要求，是关系长

葛高质量发展的长远之计；是民

心所向、众望所归，更是为政一

方、造福一方的责任和担当。”长

葛市委书记尹俊营说。

蓝图既出，未来可期。上下

同欲，万山无阻。葛邑大地，一

个活力无限的“产业重地”正在

崛起，一座近悦远来的“人间仙

境”魅力绽放。

一个特殊的日子，在大森机电公司董
事长赵晓东的脑海中挥之不去。2018 年
10月 23日，全球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
大桥开通运行。这个举世瞩目的大桥，镌
刻着大森机电公司的鲜明印记。该公司生
产的 3 万米电缆桥架，1000 套电缆爬架，
3900 多套景观照明支架、开关类支架，
6000多套化学锚栓类产品，25000多套聚
四氟乙烯滑块，支撑起大桥数十公里长的
电线、电缆，为大桥的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这家公司的掌门人，还创造了另一个
传奇：并购了欧洲管道挖掘、钻探设备生产
的“隐形冠军”——德国GTA公司，完成了
一个“蛇吞象”的佳话。不久，一个总投资
13亿元的 GTA 高端机械设备制造生产基
地落户长葛。

频频引起业界瞩目的大森机电公司，在
长葛市还只是一个后起之秀。该市规模更
大、影响更广的企业如森源集团、黄河集团、
河南金汇等，是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的常
客，森源集团更是在中国企业500强中占有
一席之地。在号称“北方温州”的长葛市，有
6000多家民营企业，工业产值占GDP比重、
工业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都在70%以上，在
全国工业百强县（市）中排名第46位。

生机勃勃的民营企业，为长葛市建设
“产业重地”增添了足够的底气，也使长葛
市建设“产业重地”的信心更加坚定、路径
更为清晰。

加快转型升级，提升产业层次。一方面
优化存量，持续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施智
能化、绿色化、企业技术“三大改造”，加快

“设备换芯”“生产换线”“机器换人”，一大批
企业初步实现了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森源
电气通过引进智能化设备，优化技术设计和
制造工艺，全年模具装配产值增长100%，成
功入围全省 18家智能制造优秀示范企业。
另一方面扩大增量，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
业。该市谋划了新能源及网联汽车、新一代
人工智能等八大重点新兴产业，力图把激光
产业园、裕同产业园打造成中原规模最大的
激光产业基地、裕同“北方总部”。

“产业要发展，企业是关键。”尹俊营
说，“正是有森源、黄河、金汇等龙头企业的
支撑带动，长葛的装备制造、再生金属、超
硬材料等产业，才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同
行业的前列。”因此，该市对龙头企业的支
持培育可谓不遗余力。对森源等超百亿企

业，只要是发展需要，土地上给空间，政策
上给支持；对宇龙、大森机电、易和电器、裕
同印刷、四达电力、宝润达新材料、金宏印
业、长海不锈钢等成长型企业，在土地、资
金、政策等方面予以倾斜，力争培育更多50
亿、超百亿企业群体。

建设“产业重地”，要有大企业，更要有
大品牌。尹俊营说，长葛市将牢固树立“质
量第一、效率优先”理念，加大品牌培育和
建设力度，让有竞争力的品牌脱颖而出，实
现长葛制造向长葛创造、长葛速度向长葛
质量、长葛产品向长葛品牌的转变。

目前，长葛市产业集聚区已成为全省
首批“省产业集群商标品牌培育基地”，中
国名牌和省名牌产品总量居全省县域前
列，专利申请量连续11年居全省县域第一。

产业向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重地”1

“清潩穿城近枯干，誓将旧貌换新颜……
半槽碧水清波荡，长许来归可乘船。”这首
诗的作者，是长葛市 78岁的赵世凡老人。
几十年来，他看着清潩由清变浑、由浑变
脏、由脏变干。直到今年 6月，随着清潩河
综合治理工程的实施，增福湖开始往下游
清潩河供水，清潩河终于重现碧波清流。

“清潩河综合治理工程是集调水、蓄
水、补源、灌溉、治污、生态修复、景观建设
为一体的综合性水利工程，也是长葛市百
城提质建设工程重点项目。”长葛市水利局
负责人说。整个工程完工后，将有效改善
两岸生态环境。

为打造“人间仙境”，长葛市在项目推

进上持续发力，城市“颜值”和“气质”发生
质的跃升——

推 进 城 市 生 态 建 设 ，提 升 城 市“ 底
色”。致力打造城市生态水系，按照“一环
三河五贯通，一核十湖三湿地”的总体规
划，长葛市大力实施“水润葛邑”行动计划，
实现了淮河水、长江水、黄河水三水汇集，
在城市规划区内形成了双洎河、清潩河、小
洪河、机场河、饮马河、豫湖、增福湖等河湖
相连的水系格局，营造了河畅、水清、岸绿、
景美的生态景观。努力拓展绿色空间，按
照“城市园林化、廊道林荫化、乡村林果化、
庭院花园化、平原林网化、山区森林化”的
总体思路，大力实施“绿满长葛”行动计划，

先后建成葛天生态园、拥军游园、科技文化
广场等43个公园、游园和广场，林木覆盖率
达到 31%，实现了城在林中、路在绿中、人
在景中。

推进老城区改造提升城市“颜值”。
全 面 推 进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和 背 街 小 巷 治
理。以“水通、路平、灯亮、线齐、墙美”为
标准，“抓创建、治顽症、促提升”，持续开
展居民楼院、背街小巷、农贸市场等集中
整治行动，提升改造背街小巷 56条，无主
管楼院 151处。

突出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提升
城市“内涵”。新建及改造污水管道 40公
里，新建雨水管道 33 公里，缓解了“排水

难”；城区大部分居民吃上了“丹江水”，缓
解了“供水难”；打通了10条“断头路”“卡脖
路”，缓解了“出行难”；新建颖川路学校、吉
的堡幼儿园等5所学校，改扩建学校29所，
缓解了“就学难”；医疗、文化、体育等服务
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使长葛市城市功能日
益完善，建设品位明显提升，承载能力不断
增强，市民满意度获得感不断提高。

大手笔规划，大气魄推进。植好“绿”、
引好“水”、保好“净”，长葛市的“骨架”在拉
大、“血脉”更畅通、“颜值”大变样、“气质”
大提升，朝着建设绿水相融、处处皆景的生
态宜居城市目标进发，“人间仙境”魅力初
显。

环境向优——打造近悦远来的“人间仙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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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长葛市的秀美乡村，处处可见“远
村秋如画，红树间疏黄”的动人景观：和尚
桥镇秦庄村大街小巷干净卫生，墙体立面
洁白如雪；增福镇增福村，排前路平整宽
敞，户户门前的景观树枝繁叶茂；老城镇辘
轳湾村 3600平方米的大游园设施完备，投
资 550万元的“徽派风格”东西主街道风貌
重展……

“没有乡村的宜居不是真正的宜居。”
长葛市市长张忠民说。长葛市把加快建设
环境美、田园美、村庄美、庭院美的“四美乡
村”作为建设宜居之城的重要内容，推动全
域宜居、全域美丽，让城市与乡村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

推进产业兴旺，让农业强起来。
60多岁的长葛市佛耳湖镇岗李村六组

的李春生，现在能熟练地使用电脑做电子

商务，把蜂产品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各
地。他说：“以前全国到处跑，现在足不出
户，每天鼠标一点，几十个订单到手，每年
能收入10多万元。”

为促进产业兴旺，长葛市积极推进“一
镇一业”“一村一品”，打造了石象红萝卜、
南席辣椒、古桥休闲农业、后河陉山旅游等
一批产业品牌。种子产业和电商蜂业就是
其中的佼佼者。该市以石象镇种业小镇为
基地，在12个镇的 78个工作区全面推进育
种基地建设，每个工作区已发展一个不低
于200亩的种业基地，总面积达6万亩。

推进生态宜居，让农村美起来。
垃圾清零，美了环境。全面启动农村

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三年行动计划，完成
农户卫生厕所改造近2万户；积极实施农村
环境卫生管理“5分钱工程”，既带动群众养

成良好卫生习惯，也激发了群众参与卫生
管理的主动性，确保农村环境卫生“有人
管、管得好”。

果树进村，留住乡愁。鼓励群众在乡村
主干道两侧、房前屋后、闲置空地种植果树，
建成了一批环境优美、特色鲜明、四季有景、
花果飘香、富裕和谐的绿色生态乡村，“一次
种树、美化环境、年年收益、留住乡愁”。古
桥镇师庄村目前全村房前屋后有各种果树
1.5万多棵，成片种植 2.4万多棵，成为远近
有名的杏花村，“村在果园中，果园在村中，
远看像林园，近看像花园，细看像乐园”的乡
村美景，每年吸引游客上万人。

目前，长葛市已成功创建省级生态镇
10个、省级生态村 35个、许昌市级生态村
160个;建成美丽乡村示范村 76个、达标村
230个，被评为全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市。

促进生活富裕，让农民富起来。
今年 55岁的马宝珍，去年把自家的 5

亩地全部流转给了鼎诺种植专业合作社，
除了每亩地每年 1100元的流转金，她每月
在种业基地务工还有 2000 余元的工资收
入，日子过得很滋润。

“我们采用‘合作社+农户+家庭农场’
的制种发展模式，目前有 922名成员，带动
了大量农民致富。”鼎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朱伟岭说。

该市倾力打造岗李村、双庙李村等蜂产
品电商示范村，带动周边3万多人就业，年交
易额达30亿元，人均年收入达3.9万元。

创新创业，动力澎湃、活力无限；宜居
宜业，居者心悦、来者心怡。葛邑大地，“产
业重地”鼙鼓声震，风展红旗如画；“人间
仙境”换了人间，诗意画卷正铺展。

乡村向美——绘好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3

长葛市2018年度“道德模范”颁奖晚会

“产业重地”崛起 “人间仙境”入画
——长葛市高质量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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