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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乡何以逆袭内乡何以逆袭
——解码高质量发展的内乡之路

公共文化“长”成烫金名片
——内乡县建立健全公共文化体系

巍巍伏牛，汤汤湍河；郦邑

菊潭，历数沧桑。

原始神秘的宝天曼世界地

质公园，书写半部官文化的内

乡县衙让这里闻名海内外。而

如今吸引世人关注的，则是内

乡高质量发展、澎湃前行的速

度。

一路拼搏一路跨越。数年

间，内乡县由“经济洼地”跃为

发展高地，综合发展水平由南

阳市第三方阵快速攀升到第一

方阵，如今的内乡，正以蓄势腾

飞的豪情，浓墨重彩描绘着砥

砺竞进的昂扬画卷！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樊翠华 樊迪 抢抓机遇 驶上发展“高速路”

新时代，风起云涌、奋楫者先。内乡以开放
引领创新、倒逼改革、催生动能、促进合作，用行
动书写精彩。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这是梦想
的召唤；众志成城、勇于担当、乘势而上，这是新
时代的使命。我们用定力和韧劲拼出了高质量
发展新高度。”谈起过去几年的发展成就，南阳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乡县委书记李长江心
潮澎湃。

“顺势而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区域发
展竞争比的是谁醒得早、动作快、发力准。我们
准确把握历史脉动，主动顺应变革加速、分化加
速的新时代，抢抓机遇、变中求胜，快人一步、下
好先手棋，实现了换道超车。”内乡县县长杨曙
光感慨万千。

内乡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坚持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突出高质量发展这
一根本要求，瞄准“工业强县、旅游名县、林牧大
县”的发展目标，围绕项目招引、高新科技植入、
人才引进和孵化、构建金融高地,着力实施“两
轮两翼”战略，大打工业翻身仗。抢抓政策窗口
期的机遇，运用新政策工具，超前运作，大胆先
行先试，创造性推动工作，把机遇转化为发展动
能，转化为发展实效，转化为民生福祉，争取了
更多资金和项目落地内乡，从而获取了政策红
利，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行稳致远。

项目平地起 隆起新的“发展极”

内乡曾是“宛西洼地”，人均经济指标低、产
业结构不合理、要素保障能力差、发展制约性因
素多……内乡如何突围？

“项目是载体，是竞争力。以项目为抓手统
揽经济工作全局，在确保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
资效益的基础上，持续保持较高的投资规模总
量。这是内乡产业经济逆势崛起的秘籍。”杨曙
光说。

引进一个龙头企业，培育一个产业集群，打
造一个产业链，崛起一个特色园区，内乡产业发
展的“滚雪球”效应加速形成。

内乡正是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抓项目、兴产

业，挺起新型工业化的脊梁，演绎了工业“长藤
结瓜”和项目“平地起谷堆”的神话。

农牧装备产业园、金冠新能源产业园、机械
电子产业园、华福印刷包装产业园……在内乡，
像纸产品产业园一样的功能性产业园已经达到
7个，形成“1＋7”的“区中园”模式。它们犹如一
个个“卫星城”，产生聚合效应，使内乡县产业集
聚区的面积迅速膨胀一倍，产城一体化功能快
速增强，带来全县工业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全
面提速。

2018年，全县来自工业的税收达到7.62亿
元，产值百亿级企业1家，产值超10亿元企业达
4家，税收贡献超千万元企业达 19家，其中牧
原、飞龙、龙大、仙鹤等骨干企业的产值、收入、利
润年增速均达两位数以上，成为县域经济增长
的核心极。

工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了项目建设的
“平地起谷堆”现象。2018年，全县实施3000万
元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87个，完成年度总
投资108.4亿元。项目签约率、资金到位率、建
成投产率均居全市前列。

工业经济犹如发动机，使内乡经济发展保
持了好态势、好趋势。近年来，该县固定资产投
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工业用电量、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银行贷款余额等主要经济指标
保持两位数增长，县域经济活力四射。

创新+金融 推动发展“高素质”

挥舞的机械手臂、忙碌的智能生产线……
在寅兴牧业装备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看到的
场面，颠覆了人们对于制造业的印象。

投入 56台焊接机器人，可节约人力 400
余人；产品合格率提高到 99％，工作 24小时
不停歇……在寅兴牧业装备制造园里，园区负
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通过数字化、智能
化，从成本、效率到品质各方面都有非常大的
改善，我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飞龙公司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获得
国家专利技术108项，生产的汽车水泵和排气
歧管装配在奔驰、奥迪等汽车上。

“加大研发投入、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
位，使企业在技术上始终有‘源头活水’，始终
保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创新活力。”公司
总经理孙耀忠说。目前，公司自主研发的电子
水泵已经下线。

以创新思维、创新路径、创新举措重塑产
业，内乡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育集群、建园
区、搭平台，不断强化科技服务体系，让企业的
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依托科技让一批支柱
产业项目创新领航，隆起了内乡人才、技术、设
备竞相汇聚的高地，全面壮大实体经济，催生

了拥有前沿技术支撑的机械电子、新型建材等
年产值达百亿元的四个产业集群。

目前，内乡建成市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24 家、院士工作站 1 家、博士后工作站 3
家。全县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1家，30多
家企业拥有单项或多项国内乃至世界领先的
技术，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6.8%。

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持，金融业的蓬勃
为高新技术产业及科技型企业发展注入了活
力。

内乡牢固树立“经济发展、金融先行”的理
念，通过构建良好的区域信用环境、政务服务
环境和法治环境，构建融资平台、担保平台、信
贷平台，创新连接管道方式方法，争取更多的
金融工具、金融产品落地内乡，努力形成门类
齐全、多样化的金融格局，奋力建设区域金融
高地，成功走出一条利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
展的新路径。

实干风尚浓 按下超越“快进键”

金秋时节，菊乡大地处处活跃着各级党员
干部忙碌的身影。他们或深入田间地头传授种
植技术，或走进贫困户家中解决实际难题，或奋
战在重点项目建设一线抢工期赶进度……

作风实，干劲足，干群在状态。内乡干部群
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攻坚克难中展示
了新担当、树立了新形象。全县党员干部勇挑
重担、带头冲锋，解开一个又一个难题，攻克一
座又一座难关，用扎实的行动和出彩的成绩展
现了责任和担当。

作风硬,则无往而不胜；作风强,则势不可
挡。今年一季度，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9.4%，增速居全市第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41.2%，高于全市32.1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市第
二；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8.7%，其中税收
增长11.9%，税收占比71.1%。5月9日，省政府
批准内乡退出贫困县序列，标志着历时三年的
脱贫攻坚战一举成功。

一点一滴，凝聚发展力量；一朝一夕，积累
城乡变革；一心一意，打造出彩内乡。奋力一跃
的内乡，将以新成绩新作为，擘画出高质量发展
的新华章！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樊迪

书香伴中秋，诵读兴文化。当诗词遇上
古街，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今年的中秋节文化味真浓！”在县衙古
街举办的“中秋诗歌朗诵会”广受好评，这离
不开内乡挖掘深厚历史、盘活文化资源、打造
文化品牌的决心与努力。

内乡，古称“郦邑、菊潭”，历史悠久，文化
底蕴深厚。近年来，该县实施一系列“文化惠
民工程”，通过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造
群众文化活动品牌、根植文化进基层，以广度
的资源共享促进深度的文化惠民，以高质量
文化供给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以文惠民,群众活动有舞台

眼下，走进菊乡大地 ，大大小小的广场
上热闹非凡，歌声嘹亮，舞步翩跹，上演着一
幕幕平常而又幸福的生活剧。

“以前耕种靠经验，现在种植讲科学。”大
桥乡建设村的蔬菜种植大户周俊文一大早便
来到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走进农家书屋仔
细研读新到的蔬菜种植书籍。得益于家门口
的智力加油站，周俊文念活了致富经，一年净
赚五六万元，坚定了他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带
动乡邻致富的信心。

近年来，该县牢固树立文化民生理念，持
续加大对县、乡、村公共文化设施的资金投
入，累计投入达 10亿元，构建起标准化、均等
化、全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畅通文化民
生的“最后一公里”：

积极推进“三馆一院一中心”（新的文化
馆、图书馆、博物馆、宛梆艺术剧院、新闻中
心）建设，“七个一”工程村村全覆盖，高标准
建设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在全县 16个

乡镇建立图书分馆，形成公共图书馆城乡一
体化服务体系。

真金白银投进去，文化专干配起来。全
县16个乡镇文化服务中心在上级配备5万元
经费基础上，再由乡镇配套 2万元活动经费；
全县 296 个行政村（社区）每年开展文化活
动，县财政每村（社区）补贴 3000元；每个乡
镇文化服务中心、行政村（社区）分别配备1名
宣传文化管理员，按照乡、村级每人每月
1000元、500元标准予以补贴。

“群众唱主角，草根当明星。一个个近在咫
尺的大舞台，让群众在家门口圆了文化梦，尽情地

享受生活。”内乡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成甫介绍。

以文亮城，文化大餐“群共享”

这个夏天，湍河之畔，每一个清晨的读书
会现场，数以百计的读友诵读经典。

“晨读晚诵”活动只是该县推出的系列文
化“品牌”之一。

围绕读书、唱歌、戏曲、舞蹈四大主题，
内乡县策划举办了“菊乡书声——晨读晚诵读
书会”“放歌湍河——公益红歌会”“出彩宛
梆——戏曲大家唱”和“舞动内乡——百姓大

舞台”四项群众文化系列活动，以不同形式展
示了内乡丰厚的文化资源，打响系列文化品
牌，实现以文“化”城、城以文兴的新目标。

“根据群众文化需求，实现双向的文化互
动，让群众成为创造文化的主体、演绎文化的
主角，把文化真正‘送’到百姓心里，让文化成
为亮丽的城市名片。”内乡县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许晓燕说。

经典的“本土乐”、纯正的“文化美”，撩动
了菊乡人的心弦。目前，内乡已逐步形成“周
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乡乡有特色、个个都
精彩”的群众文化活动机制。

“头戴着美翠凤展翅，身穿八宝龙凤
衣……”在七里坪乡青山村，上千名村民扶老
携幼喜看宛梆传统剧《打金枝》，台上唱，台下
和，整个场子“泡”在了欢乐里。

“政府掏钱，把戏送到家门口，俺们有福
气！”70岁的老戏迷崔明理笑成了花。

而在赤眉镇邵家岭村的文化广场上，一
个个以党的政策、精准扶贫、传播文明乡风等
为主题的文艺节目轮番上阵。

“三带五联长志气，党建引领产业兴，农
民迈上小康路，咚……新时代！”伴着清脆的
锣声，这个因林果而致富的村庄沸腾起来。

“山绿果甜人富裕，文化生活也要跟上
去，文化振兴了，乡村生活才会更美好！”村党
支部书记邵中华如是说。

该县按照“重心向下、面向基层、共建共
享、惠及全民”的思路，不断创新服务形式，让
群众乐享文化成果。坚持“农民看戏、政府买
单”，每年 300场宛梆演出送戏下乡。同时，
实施公益电影放映、舞台艺术送基层等文化
惠民工程，组织开展扶贫主题巡演……公共
文化服务在城乡畅快“流动”，大大活跃了基
层文化生活。

去年以来，内乡县把文化扶贫和精神扶

贫作为脱贫攻坚的“加速器”，创新开展“三带
五联奔小康”活动，使其成为助推脱贫攻坚、
推进基层治理、改善乡风文明的有力抓手，取
得了显著成效。2018年底，全县贫困发生率
由 6.9%降至 0.95%。2019年 5月，内乡顺利
实现脱贫摘帽。

以文育人，群众文化群众爱

天刚一擦黑，夏馆镇大块地村的文化广
场上，撂下碗的村民们纷纷加入跳广场舞的
行列里。

“国庆七天乐，天天有节目！俺可得加把
劲儿！”村民李秀丽合着节拍，迈着轻快的舞
步。

“村里成立了曲剧团，每逢节假日大戏就
上演。”赵店乡岗堤村党支部书记张青范说，
演员就是村民，撂下锄头，换上行头，吼两嗓
子，心里舒坦，演的又是村里的事，身边事教
育身边人，节目最“接地气”。

不过，群众文化活动也有自己的“烦恼”，
缺乏专业老师辅导，缺少专业化培训，这些都
阻碍着群众文化活动提档次、上水平。

该县以县文联、县文化馆、宛梆艺校、声
歌协会等专业人员为骨干，面向全县各乡镇
推出文化培训“订单服务”，把“文化下乡”变
为“扎根在乡”，把村民从“种文化”的看客变
成“育文化”的主角。

目前已培养民间文艺团体 236 支、三年
内分批次培训乡村文艺骨干1.3万余人次，实
现了“乡乡有特色，村村有队伍”。同时每年
都组织举办 10次以上全县性的民俗展演大
赛、广场舞大赛等活动。

“硬环境”提升文化“软实力”，一项项文化
惠民举措，让内乡百姓在家门口乐享“文体福
利”的同时，促进了城乡文艺的大繁荣。

人才人才““智智””创未来创未来 樊迪樊迪 摄摄

放歌湍河 王倩 摄

迅猛发展的内乡县产业集聚区 齐延波 摄

沪陕宁西大动脉沪陕宁西大动脉 李志来李志来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