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知与谋划
——早行动早主动

最近半年，县域经济热度持续升
温，一系列全省性重要会议屡屡提及。
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新冠肺炎疫情对
我省经济社会产生不利影响，生产生活
秩序加快恢复之际，省委省政府主要领
导密集调研、召集会议，不断释放出“大
力发展县域经济”的强烈信号。

——省委十届十次全会指出，建
设一批践行县域治理“三起来”示范
县，打造“中心带动、多点联动、县域支
撑、全域开放”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奋
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到，
2020年要“夯实县域经济支撑”“县域
经济竞相出彩”，以及“提升县域经济
发展水平，拓展发展新空间”。

——今年省两会上，政府工作报
告中“坚持分类指导，支持各地探索符
合自身实际的发展路子”等内容，成为
热议焦点。

放眼全国，县域经济分量逐年攀

升。发达地区经济总量和县域实力正
向相关，江苏、浙江、山东等均是“县域强
则省强”的鲜活样本，共同得出一个结
论：县域经济能不能做大做强，事关区域
发展稳不稳、水平高不高、后劲足不足。

学术界始终存在一种声音：有着
浓郁中国特色的县域经济，是区域经
济，但又绝非一个简单区域经济问
题。就当下而言，县域必须肩负起消
除贫困、乡村振兴的时代责任，可以

说，它扛的是民之生、国之本。
在省委省政府强力推动下，全省上

下更加清醒深刻认识到，让县域经济更
具实力、更有活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是
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实现城乡
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河南牢
记嘱托、扛稳责任的重要前提。

这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
之义。如果把河南经济比作“九层之
台”，县域经济便是“累土”和地基。作

为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体，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每一个
深刻内涵，都能在这里落地见效。通过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省经济高
质量发展，基础在县域，重点在县域，潜
力在县域，突破口也在县域。

这是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胜出的
关键所在。县域经济强弱，直接影响整
体经济兴衰，乃至决定地区差距大小。
投资者感慨城市“居大不易”的同时，县

域便成为资源要素集聚热土。县域“筑
巢引凤”，释放“洼地效应”，无疑是新一
轮区域竞争胜出的有力加持。

这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要支撑。作为国家结构的基本单
元，县域“上连天线，下接地气”，涵盖
城镇与乡村，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
节，是沟通条块、联结城乡的枢纽。县
域如同一张大网上的纽结，其松动还
是牢靠，关乎国家政局动荡或是稳定。

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决战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载体。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非一时一域可谋，也不
能就乡村说乡村，唯有放在县一级来抓，
把连接城市与农村的渠道畅通了、桥梁
夯实了，才能实现根本解决。由此可见，
在实施国家重大战略、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目标任务的进程中，县域也必然
站上新风口，迎来新一轮大发展。

“汉家中原一百州”，大河之南，中
国缩影。对农业大省、人口大省河南
来讲，让 105个县级经济体在 16.7 万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显身手、大展宏
图，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县域经济，
已经站在了新的发展起点上。

现状与问题
——成绩大差距大

春风骀荡，兰考县葡萄架乡杜寨
村蜜瓜种植基地一派繁忙。工人戴着
口罩，浇水、出苗；县农业气象技术人
员实地观测，为一棚棚瓜苗送上专属
气象服务。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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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战“疫”
地方巡礼

详见 09~16版

许昌篇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阴霾过后的晴空是
最美的风景。谷雨过
后 ，莲 城 许 昌 春 和 景
明。市民拥抱春天，汽
车驰上街头，工厂机声
隆隆，田间春耕火热，生
产生活正有序恢复。

这些熟悉的场景，
如今却显得弥足珍贵。
因为这平常生活的背
后，有无数“非常之举”
的抗争；这平凡岁月的来临，有无数

“非凡之人”的托举。
我们不会忘记，当疫情来袭，许

昌市委、市政府闻令而动，科学防治、
精准施策；许昌500万人民“疫”无反
顾，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我们不会忘记，当
整个社会被按下“暂停
键”，许昌市委、市政府在
全省率先出台 4大项 18
条“硬核”措施，全力促进
企业复工复产，规模以上
企 业 复 工 复 产 率 达
100%，达产率连续多日
居全省第一。城市功能
迅速修复，生产生活重焕
生机，铺展出奋力夺取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双胜利的新画卷。

“疫”无反顾，许君以
昌。莲城大地，希望的种

子正在播撒，往日的繁华加速重现。
今日本报特推出《“亮剑”——中

原战“疫”地方巡礼许昌篇》，以礼赞
这座城市的坚韧与奉献，感受这座城
市的精神与风骨，记录这座城市的温
暖与希望。③6

“疫”无反顾 许君以昌

三门峡：保卫经济“智”在必得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王雪红）4月 20日，首批 200
台速达纯电动汽车从三门峡启程运往
德国，成为三门峡市复工复产中最亮眼
的一笔。

三门峡依托打造3年的“新型智慧城
市”平台，快速自主研发上线了“7平台+1
门户+1绿码”的大数据疫情防控体系，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是我省复
工复产率最早达到100%的省辖市之一。

“通过‘健康绿码’助力企业疫情防
控可查可管，一旦发现疑似或确诊患
者，可对其密切接触者进行精准排查，
既管住重点人又放开健康人。”速达公
司负责人说。

三门峡市依托科学严密的疫情防
控体系，打响了经济发展保卫战。为了
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三门峡市开通
24小时企业服务热线，积极为企业纾
困解忧，切实保障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的动力需求。

成立推进复工复产指挥部，把工作
重心转移到保开工、保畅通、保运转上
来，对省市县重点项目和其他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项目的审批一律实行“容缺后
补”和承诺制；市级领导联系分包重点企
业、重点项目跟踪服务，相关职能部门和
行业监管部门抽调县级干部、科级干部
下沉一线，全力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
对投产转产防疫物资的企业，开辟绿色

通道，优化办事程序。氯碱是生产84消
毒液的主要工业原料，三门峡市鸿腾精
细化工有限公司和立达化工有限公司
具备生产氯碱的条件，按规定企业取得
生产资质需要30个工作日，通过绿色通
道，这两家企业仅用1天时间就取得了
临时生产许可证书，次日就开工生产。

三门峡市还推行不见面审批服务、
金融贷款支持等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
关。疫情防控期间，卢氏县华阳食品公
司签下了出口俄罗斯的合同，一季度核
桃仁出口订单比去年全年增加了 40%
以上；渑池县“日产 1吨医用熔喷无纺
布生产线项目”从设备采购、安装到试
产，仅仅用了25天的时间，产品质量达

到N95口罩用布标准，实现了三门峡市
医用熔喷无纺布生产“零”的突破。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奋
力夺取双胜利。据统计，三门峡市新冠
肺炎百万人发生率、确诊率、感染率均
为我省最低，是我省确诊病例首个“清
零”的省辖市，也是我省最早实现全面
复工复产的省辖市之一。一季度，全市
进出口总值 35.9亿元，居全省第二；出
口值 6 亿元，同比增长 42.1%，增速居
全省第二位。

“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奋力夺取脱贫
攻坚最后胜利，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三门峡市委负责人表示。③5

“毕业季撞上了新冠肺炎疫情，工作好难找。”4
月 24日，郑州市某高校大四学生陈琳非常焦虑，一
个宿舍四个人，其中仨人工作还没着落。

“疫情没影响我们的业务拓展步伐，上半年的
单子已经约满，前期研发和后期 AI分析急需增加
人手。”河南浩宇科技公司负责人曾芳感叹人才供
给跟不上公司奔跑的速度。

一边喊就业难，一边愁缺人手。在疫情冲击
下，我省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再加码。

就业一头连着老百姓的“饭碗”，一头连着经济
社会发展，保就业就是保民生、保稳定、保发展。

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在于发展和创新。记者
连日来采访调查发现，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
景下，新兴职业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的新生力量和
源头活水，将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吸纳更多人才。

技术新、需求多，“一个人就是千军万马”

“飞前飞后都要检查！如果发现故障，现场就
得能维修。”4月 23日，90后小伙时海龙在郑州操控
无人机对大气开展巡查。在疫情防控期间，他操控
无人机对重点社区进行检查，堵住了不少“风险
点”，年轻的时海龙已经是省内资深的“飞手”。

随着郑州智慧城市建设加速，农林植保、电力
巡线、安全保卫、环境监测等领域无人机作业日益
普及，一个熟练的无人机驾驶员月薪在万元以上。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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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货 带火消费
疫情催生新的零售和流量入口

“大家帮我起个名吧”

□赵云 摄影报道

4月 26日，新乡市小学1—6年级学生复学。⑨6

▲新乡市外国语小学学生在认真观看省教育厅统
一制作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教育专题视频。

▶同学们有序入校。

万众一心 加油干

□本报记者 逯彦萃

县域经济：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
□本报编辑部

郡县治，天下安。

县级这一层次，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农村，是城乡经济

的接合部，也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对接点，在国家治理中居

于重要地位，对于一个省的重要性来说，亦是如此。

中原大地，九州心腹。河南 105 个县、市，生活着全省近

3/4 的常住人口，占有 85%的行政区域面积——县域人口之

多、面积之大，决定了其分量之重。县域强，“基石”就厚；县域

富，物阜民丰。

2014年春，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兰考县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时，提出“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发展结

合起来，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的重大要求。6年来，“三起

来”在河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县域面貌为之一新。

然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全国乃至全球经济版图

的重构和新一轮区域竞争的展开，河南县域经济怎样摆脱路径

依赖，从新发展理念中找出路、想办法、破难题，走出一条符合新

时代要求、富有地方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成为中原大省必须

思考和解答的重大命题。

上世纪90年代，一场被誉为“十八罗汉闹中原”的县域经济

发展大戏曾经震动全国。迈入 2020年，河南又将有怎样精彩

的展现？

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