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庚子鼠年辞旧迎新之际，一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由战“疫”中心武汉，迅速在全国
铺开。

紧邻湖北、靠近武汉的信阳，是武汉流出
人口全国排名第一的外省城市。武汉的风吹
草动，一直牵动着信阳的神经。信阳迅速掀起
全民疫情防控阻击战，在全省率先实施边界
管控，率先对高速、国省干道路口和县乡村道
设置卡点；采取“大数据+网格化”的方式，迅
速建立起遍布城乡的群防群控体系；严格落
实“四早”“四集中”要求，狠抓“四个关口”前
移，紧急推动医疗救治和医疗设施建设，调
动各方力量筹集抗疫物资，确保应收尽收、
应治尽治，紧紧守住了中原“南大门”。

战“疫”不忘战脱贫。淮畔二月，万物
复苏。信阳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未雨绸
缪，提前调运种子、化肥、农药、农膜等生产
物资，抗疫党员干部和扶贫队员迅速行动，
送货上门，保证疫情防控和春耕生产“两不
误”，确保小麦、油菜、茶叶等粮农作物稳产
增产，夏粮产量再创新高，秋粮播种面积也
达830多万亩。

3月28日，信阳毛尖正式开采首日，尚
朝阳走进网络直播间，倾情推介信阳毛尖。
与此同时，各产茶县（区）长使出了浑身解
数，纷纷“转岗”直播，化身“网红”为信阳茶
农代言，信阳毛尖线上销售额直线增长。

信阳是农业大市，也是农民工大市。田
地有个好收成，打工找份好工作，群众增收致
富就有了保障。外出务工群众能不能如期
返岗复工，同样直接影响到脱贫攻坚成果。

2 月 14 日，26 名新县群众搭乘首趟
“外出就业直通车”抵达信阳，再转乘高铁
前往广州的工厂上班。这是信阳根据中央
和省委要求，率先开启疫情防控形势下群
众返岗复工的大幕。

此后，信阳联合浙江、上海、广东等多省
（市），采取专车、专列、包机等各种举措，想方
设法帮助农民工返岗复工。同时积极开展线
上“春风行动”，吸纳本地就业。据统计，截至
3月23日，信阳返岗复工农民工达109万余
人。而今年上半年，信阳城镇新增就业3.98
万人，农村劳动力新增转移就业3.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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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驾马车”并行稳

去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深
入信阳时强调：“吃水不忘掘井人。我们绝
不能忘记革命先烈，绝不能忘记老区人民，
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
上更好生活。”字字句句，满怀深情，让880
万信阳老区人民深受感动、备受鼓舞。

今年 6月 5日，加快河南大别山革
命老区振兴发展工作会在新县召开，省
委、省政府专题研究部署老区振兴发展
问题，会议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前所未
有。会后印发的《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支持河南
大别山革命老区加快振兴发展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更为信阳明确了
“四区一屏障一枢纽”的战略定位。

信阳抢抓机遇，紧紧围绕《意见》精心
谋划储备项目2396个，总投资超过1.6万
亿元，其中“十四五”期间计划完成投资1.4
万亿余元，各项指标均居全省前列。在交
通、水利、能源、环保、社会事业等项目立项
时，着重考虑与债券融资相结合，共争取各
类资金208亿元，居全省首位。

6月 18日，在集中巡回观摩后，信
阳召开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暨产业集
聚区“二次创业”动员会，确定围绕食
品、建材、纺织服装等传统产业打造 26
个专业园区，围绕电子信息、先进装备
制造、精密加工、生物医药、矿物功能材
料等新兴产业打造 19个专业园区，不

断培育壮大县域经济新的增长极。
紧接着，信阳市委五届十一次全体扩

大会议围绕贯彻落实《意见》，讨论审议信
阳的《三年行动方案》，提出将立足省委、
省政府为信阳明确的战略定位，加快补齐
短板弱项，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落实各项
扶持政策，不断提升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机遇稍纵即逝。只有抓住机遇，
才能赢得未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坚定地说，“信阳
只有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方能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方能在
加快老区振兴发展、奋力实现‘两个更
好’的新征程中展现信阳担当！”7

增投资、促消费、扩出口，拉动社会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信阳蹄疾步稳。

3月 11日，息县淮河北岸的信阳师
范学院淮河校区开工建设。当日，信阳
市 2020年第一批集中开工的 116个重
点项目，总投资达310.4亿元。

三个月后，6月30日，在淮滨临港（国
际）服装城项目规划建设工地举行今年第
二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总投资达
215.5亿元的170个重点项目开工奠基。

尚朝阳坦言，信阳坚持把扩大有效
投资作为应对经济下行的法宝和对冲
疫情影响的最大增量，全年谋划500万

元以上项目 1857个，年度计划完成投
资1959.41亿元，同比增长12.3%。

8月1日，信阳与郑州、洛阳、商丘、平
顶山、新乡等河南6城携手，连续8天发放

“消费券”，刺激小店经济，拉动小微商家。
一方面扩大投资，一方面拉动消费。

信阳持续出台市场刺激和企业帮扶政策，
推动餐饮、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复苏，
支持假日消费、夜间消费、地摊经济发展，
培育线上教育、物流直配、直播带货等新
业态新模式，消费市场结构性恢复态势不
断巩固。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达497.16亿元，居全省第7位。

内需持续增长，出口不降反增。3月
10日下午，首列信阳—宁波舟山港海铁联
运集装箱列车，满载着出口到西班牙的10

个集装箱家具产品，开出信阳。这一出口
大通道的开通，不仅使信阳出口海外产
品运输时间提前10-15天，每个集装箱
的运输成本也减少300-400美元。

信阳紧抓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
重大发展机遇，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国
家战略，持续推动外贸出口。至今，全市
已有进出口实绩外贸企业191家，农副
食品、光学元件、电子、沙发、板材、茶叶、
手工制品等，源源不断地出口到美、英、
日、韩、澳大利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据信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信
阳 共 出 口 茶 叶 3857.8 吨 ，同 比 增 长
24.4%；出口竹木柳草制品总价 4817.2
万元，增长 16.3%，为加快大别山革命
老区振兴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

抢抓机遇破“瓶颈”

盘活土地
走富农强县路

固始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马泽一）“这次回
来就不走了，帮父亲做点事。”8月3日，正
在固始县草庙集镇吕岗村现代农业示范
园内忙碌的留美大学生姚志强乐呵呵地
说，“国家农业农村部授予我的葡萄专业
种植技术金奖，就是送给父亲的见面礼。”

姚志强的父亲姚明铎，原本在湖南
做生意。2016 年 8月，应家乡之邀，回
乡创业，投资1亿多元，建起了这座现代
农业示范园区，专门种植出口欧美国家
的红阳猕猴桃等高端水果，并带动全乡
125户贫困户增收脱贫。

通过土地流转、盘活闲置资产、建设高
标准农田和改造农村人居环境等一系列

“组合拳”，固始县引进培育特色农业龙头
企业近20家。陈集镇根亲牡丹园、杨集乡
八里堰农业生态园、观堂乡九冲碑生态
园、万德兰博士生态园等特色农业项目，成
为该县农业发展提速增效的新亮点。

固始是我省第一人口大县，也是农
业大县。他们坚持在盘活土地上做文
章，走好高质量发展的富农强县之路。

2018年开始，县里先后投入资金5.2
亿元，整治土地近2.56万公顷，新增耕地
1419公顷，不仅满足了县域经济发展需

要，整治增加的补充耕地指标，还在省域内
有偿流转，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提供了财
力支撑。2019年，该县又建成高标准农田
84.9万亩。土地整治破解了农村土地难题
和发展困局，吸引大批外出群众返乡创业。

为了改变“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发
展方式，固始着力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
先后培育出豫南黑猪、固始鸡等国家生
态原产地保护产品 11个，三高农牧、九
华山茶业、顺兴粮油获得全省绿色食品
双新双创企业称号。有机香稻、小麦、优
质花生、豫南黑猪、固始鸡等“固始品牌”
成为推动农业提质增效的“金名片”。

“下一步，固始将积极推动把资源优
势转化为效益优势，走出一条‘产业强、
见效好、收入稳’的富民强县新路子。”固
始县县长王治学充满信心地说。7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李筱晗 通讯员
符浩）8月2日，走进淮滨县纺织创业孵化园内
的玖洲纺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眼前全电脑
控制的高速织布机在“吱吱”声中飞速转动。

“这是刚引进的国内最先进的‘整浆
并’生产线，生产的高档面料一直是抢手
货！”公司负责人徐大洲自豪地说。

“围绕优化轻纺产业链，打造产业闭
合圈，2019年招来的这家龙头企业，主要
从事涤纶长丝加工和化纤坯布生产。该
公司加入后，很快又有 6家企业洽谈落地
投产，现在已经形成从‘纺’到‘织’的全产
业链条。”淮滨县招商局局长季永华说。

招商不盲目，选商求精准。淮滨县聚焦
纺织、食品、造船三大主导产业，精准绘制招
引产业、企业、产品和相关机构“图谱”，按图
索骥，精准拉长、补齐、做强产业链，形成完

整闭合圈。
淮滨还积极对接国家和省级行业协

会，主动承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
产业转移，持续推进“区中园”建设，积极
发展“飞地经济”“总部经济”，连续两年招
商落地项目数居全市第一，被省政府表彰
为“河南省对外开放工作先进县”。

“良禽择木而栖，招进来只是第一步，
还要让企业留得住、发展得好。为此，我们
坚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注重提供贴心服
务，积极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淮滨县统战
部部长、产业集聚区党工委书记徐懋说。

如今，淮滨县已入驻纺织服装企业142
家，签约和投产的喷水织机达3万台（套），规
划建设的淮绣园、嘉兴园等 10余个“区中
园”，相互关联、互为配套，初步形成了纺纱、
织布、染整、贸易、深加工产业链条，着力打
造全市首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已被中纺联授
予“中国新兴纺织产业基地县”。

据介绍，淮滨县正推动构建从化纤纺织
到服装生产，再到智能制造的全产业链条；
食品产业逐步形成从田间到餐桌的一条龙
产业链条；造船产业通过与国内科研机构合
作，正从建造传统散装货船，逐步转型生产
冲锋舟、画舫、游艇等高端产品，“豫南船舶
之都”“休闲游艇制造之城”呼之欲出。7

奋力实现“两个更好”的信阳担当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全市生产总值较一季度回升

8.3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回升

9.6个百分点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回升

13.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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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快讯

图说信阳

本报讯（记者 李筱晗 通讯员 姜新福）7月 23日，
记者获悉，信阳市交通运输局因 2019年度工作成绩显
著，为省交通运输厅获得国务院督查激励做出突出贡献，
被省交通厅通报表彰，并获得新增安排交通专项资金
1000万元的激励，用于农村公路路网改善工程。

据介绍，2019 年，信阳大力实施高速公路“双千工
程”、农村公路“百县通村入组工程”、乡村客运“万村通客
车提质工程”等三大工程，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长，
共完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投资 42.43亿元，为年
度投资目标的 115%，较上年同期增长 27%。尤其突出
的是农村公路实现全市 3454个村民（居民）委员会全部
通硬化路和通客车。

信阳市还积极抢抓机遇，以建设重要区域性综合交
通枢纽为目标，谋划了一批高速公路、干线公路、淮河航
运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投资近 1000亿元，
力争纳入国家和省重大战略发展规划，着力增强大别山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交通支撑能力，为信阳奋力实现“两
个更好”当好交通先行官。7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子
耀）8月 1日，平桥区团结路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安置小
区——恒源翰林苑正式开盘。“这里将来又是一个标志性
建筑。”“看，咱平桥是不是越来越美了”……几名参加活
动的市民正举着手机，兴奋地和外地的家人视频。

在前不久举行的选房大会上，团结路棚户区的拆迁
户短短一天就顺利选中 208套新房，大家都盼着能早搬
新家早住新房。

团结路棚户区是信阳市老城人口聚集区，建成时间
久、基础设施差，居民要求改善居住环境呼声高，是信阳
市公布的38个城市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之一。

近年来，平桥区持续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大力实施“城
市双修”，不断提升城市功能、环境、文化、服务“四个品质”，
着力打造错落有致、疏密有度、宜居宜业的生态之城、旅游
之城、文明之城和幸福之城，努力为市民营造品质生活。

作为平桥区城市升级改造的一部分，翰林苑项目共有
四期，一期总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包括新中式社区和1.2
万平方米教育主题商业中心。整个项目建成后将提升平
桥区城市面貌、彻底改变区域内人居和生活环境。7

本报讯（记者 李筱晗 通讯员 蔡丽）7月 27日，潢
川经济开发区与杭州华东蓝城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将联合打造春申君子小镇项目，预计总投资额逾 200亿
元人民币。

春申君子小镇项目是潢川经开区重点打造的片区开发
招商引资项目，以华东蓝城集团农业、颐养、健康服务产业为
依托，建设以文化研学、颐养健康、特色小镇等为内容的一站
式综合生活服务平台，打造地方特色文化旅游体验核心。

此外，该项目也是潢川经济开发区发挥国有平台公
司作用，搭建定制化商业模式，实现招大商、引大资，实行
体制机制改革、探索“管委会+公司”制迈出的重要一步。

潢川经济开发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余华表示，作
为全省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的试点，他们将创新招商引
资思路方法，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聚焦专业园区、
平台建设、项目落地，将招商引资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抓手，全面推进经开区“二次创业”。7

信阳获新增1000万元
农村公路专项资金激励

潢川经济开发区

签约超200亿元文化小镇项目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子
耀）7月 29日，信阳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今年以来，
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8项指标绝对值全部位居
全省首位，主要指标改善率保持全省前列。

截至 7月 27日，信阳市 PM2.5累计浓度 40微克/立
方米，同比改善23.1%；PM10累计浓度62微克/立方米，
同比改善 23.5%；优良天数 171天，同比增加 39天。商
城县、新县PM2.5累计浓度并列全省第1位。

同时，该市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保持
稳定。今年1—6月份，信阳12个国省控断面中，11个均
值达到Ⅲ类及以上标准，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
为91.7%；南湾水库等11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取水水质达标率保持 100%；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
环境安全也得到基本保障。7

信阳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新县泗店乡陆湾村坚持“向阳荷花、向善陆湾”的发
展定位，结合全域旅游创建和美丽乡村建设，流转 500
多亩农田种植荷花和油葵，夏可观花，秋能收籽，游客纷
至沓来，使之成为新县旅游的新名片，带动当地农家乐和
民宿持续发展。图为游客特意穿上盛装，在陆湾荷塘内
摆拍图片和视频。7 刘宏冰 摄

平桥区

改造团结路 打造幸福城

陆湾成新晋网红打卡地

疫情突袭，经济停滞；持续干旱，田园告

急；暴雨倾盆，洪水肆虐……对于信阳人来

说，刚刚过去的这七个月备受煎熬。

为之不易，成之惟艰。在7月30日的信

阳市委工作会上，当信阳市市长尚朝阳报出

今年第二季度的主要经济指标时，会场响起

热烈的掌声。

二季度以来，信阳主要指标持续向好，

全市生产总值较一季度回升 8.3个百分点；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回升13.8个百分点；固

定资产投资回升9.6个百分点。全市经济呈

现出加速向常态回归的态势。

这组普通人可能看不太懂的专业数字

背后，饱含着全市上下共克时艰，同心协力

抓“六稳”促“六保”的信阳担当。

▲淮滨县纺织女工在刚建成投产
的国内最先进的“整浆并”生产线上
忙碌。7 邱彥文 摄

▲

固始县草庙集镇吕岗村
现代农业示范园内的猕猴桃
长势喜人。7 夏义 摄

3 月 10 日，首列信阳—宁
波舟山港海铁联运集装箱专列
从信阳开出。7 刘宏冰 摄

▲3月 11日，信阳市今年首批重点项
目集中开工仪式在息县的信阳师范学院淮
河校区建设工地举行。7 刘宏冰 摄

““六稳六稳”“”“六保六保””看信阳看信阳

持续发力
建产业闭合圈

淮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