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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0日上午，光山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在美丽的龙山湖畔县委新党校报告厅隆重开幕。

面对出席大会的251名县人大代表和列席会议的县政
协委员们，县长王建平感慨说道：“2019年是我们走得很充
实、很坚实的一年，也是备受鼓舞的一年。光山县干部群众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全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有机
衔接乡村振兴，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较好地
完成了各项任务。”

2019年，光山县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4%，规模工业增
加值增长9.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5%，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增长 8.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0.0%，税收增长
10.9%。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9.2%。

3月6日上午，2020年光山县百花迎春暨第三届仙居油
菜花文化节（网络）直播活动准时开播，顿时抓住了疫情防控
期间“宅”家人们的眼球，网上累计点击量达1600多万人次。

早在今年2月 11日疫情防控正艰难时，刘勇就提出：油

菜花文化节要接着办，好不容易聚起来的人气不能散。几
个单位负责人受领任务后，虽说心里直犯嘀咕，但大家还是
立即聚在一起琢磨开了。

“现在网络直播很流行，我们把节搬到网上办。”一语点
醒梦中人。一番紧锣密鼓，仙居万亩油菜花海，跨越时空，
走进千家万户。

随后，斛山寨桃花文化节、官渡河畔樱花文化节先后
“云上”直播，被网友称为“网红县长”的光山县政府党组成
员邱学明和他的电商扶贫小组也借势带货“光山十宝”，游
客们饱了眼福，光山收获了关注，群众滞销在家的农产品也
打开了销路。

今年以来，尽管遭受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袭击，光
山全县上下团结一心，全力以赴，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
务，上半年全县生产总值高于全市 1.4个百分点，居全市第
三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8%。

交出漂亮“成绩单”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盛鹏 黄晓婉

秋风送五彩，大地尽朝晖。

2019年9月17日，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河南深入光山，调

研光山脱贫工作和中办扶贫

情况，在司马光油茶园，习近平

总书记高兴地说：“路子找到

了，就要大胆去做。”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

字字千钧，给了我们无尽的勇

气，也更加坚定了我们走好光

山高质量发展之路的信心和

决心。”今年9月 15日，光山县

委书记刘勇激动地说。

一年来，光山县牢记殷切

嘱托，抢抓机遇大胆做，真抓

实干勇争先，在奋力实现“两

个更好”中积极作为，交出了

一份让老区人民无比欣慰的

“光山答卷”。

去年 5月 9日，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包括光山
县在内的河南33个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截至 2019年年底，全县已脱贫近 2.4万户 9.5万余人，
贫困发生率降至 0.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达到
1.36万元，增幅达9.7%，高于全省8.9%的平均水平。

“光山县今年退出了贫困县序列，贫困帽子摘了，攻坚
精神不能放松。追求美好生活，是永恒的主题，是永远的进
行时。脱贫攻坚既要扶智也要扶志，既要输血更要造血，建
立造血机制，增强致富内生动力，防止返贫。要发扬自力更
生、自强不息的精神，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致富，继续在致富
路上奔跑，走向更加富裕的美好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这番语重心长的话，句句都说到大伙儿
心坎上了。我理解包含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和扎实推进
乡村振兴两层意思，目的只有一个，都是要让群众过上更加
富裕的美好生活。我一听心里特亮堂，这正是我们坚持不
懈要写好的两篇‘大文章’！”刘勇回忆说。

习近平总书记离开光山没多久，经县委全会审议，推动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往深里走、
往心里走、往实里走的实施意见出台。

对标“两不愁三保障”，坚持扶志气、扶智慧、扶产业并
举，叫响“光山十宝”，积极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深入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等一项项更加具体深入的措施，引领着光山人民朝着更加
幸福美好的生活奋力奔跑。

如今，光山县 10 万余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脱贫
95447人，还有未脱贫人口 1735户 4591人，贫困发生率已
降至0.60%，入围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

沿着新修的乡村新景观大道X018线，在漫山青葱的司

马光万亩油茶园和碧波万顷的龙山湖畔一路前行，便来到
了文殊乡南王岗大别山乡村会客厅：红砖铺地，翠竹做篱，
数十株高大梧桐间曲径通幽的青石小径，勾连起几幢红瓦
灰墙，有着落地玻璃大窗的老旧房屋。

这里原本是光山县南王岗乡政府所在地，2005年撤并
入文殊乡辖区后，房屋闲置，日渐破败，往日热闹的街道也
逐渐走向没落。

经过设计师们精心的改造，这里原本狭窄不平的街道，
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柏油路，路边栽上了桂花和香樟，装上了
太阳能路灯，还铺设了地下管。设计师们在保留老旧房屋
主体框架的基础上，把这里变成了能够留住乡愁和时光、蕴
含田园风和现代味的乡村会客厅。

脱贫攻坚初战告捷、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取得阶段性成
果后，光山县坚持脱贫攻坚责任不变，政策不变，监管不变，
加快发展的步伐不变，在已建好10公里官渡河景观带的基
础上，提出实干苦干三五年，加快乡镇集镇建设提质，掀起

“我为家乡治水塘”行动，加快乡村振兴，大力实施“拥河发
展”战略，在一期投资 13.6亿元的基础上，计划再利用 2—3
年时间，建成10座桥梁，新修100公里道路，打造1000平方
公里区域，拟把穿境而过的小潢河两岸，打造成“百里长廊、
百里水乡”。

南王岗乡村会客厅的嬗变，正是他们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破题乡村振兴之路的创新之举。

如今，南王岗乡村会客厅成为城里人的最爱，钟鼓楼亲
子乐园开园迅速走红，成功创建的 3个美丽小镇、30个“四
美乡村”、12个省级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和 300个“五美庭
院”，让光山毫无悬念地入选中国乡村振兴发展十佳县，被
住建部评定为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试点县。

秋风吹过，茶果飘香。在司马光油茶园里务工
的贫困户陈文珍高兴得合不拢嘴，“油茶园面积越来
越大，现在天天都有活儿干，收入自然也就多了。”

今年 1月 12日，总投资 3.5亿元、年产 3万吨山
茶油的油茶籽综合深加工厂，在光山县司马光油茶
园智慧产业园正式投产。据河南省联兴油茶产业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世法介绍，项目全部建成
后，可年创产值上亿元。

近年来，光山县大力实施生态富民工程，发展
油茶、茶叶、花木、杂果等经济林木 66.5万亩，其中
油 茶 已 达 22.7 万 亩 ，全 县 林 木 覆 盖 率 达 到 了
45.85%，被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为“这是促进经济发
展、农民增收、生态良好的一条好路子。”

梦想照亮前方，奋斗正当其时。光山县把大力
发展油茶产业作为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研究出台扶持政策，整合县
财政涉农资金1400万元支持油茶产业发展。县政
府还筹资成立了油茶发展有限公司，先后与浙江中
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湖南省林科院等4家国
内顶尖油茶科研单位开展油茶科技合作。短短一年
间，已发展油茶园2.8万亩，油茶种苗繁育基地300亩。

据槐店乡党委书记吴正宇介绍，他们积极推进
全域油茶、全民油茶发展计划，引导群众利用房前
屋后的空闲地、废弃的宅基地，培育以农户为基本
单元的油茶产业经济体，不断扩大油茶种植规模，
全乡油茶种植已达3万余亩。

通过积极申报国家债券项目，光山县正在规划
建设司马光油茶公园。如今已完成4.8公里健身步
道和 2处停车场的基础处理、3处景观水域改造、2
处观景平台规划选址等工作。

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接见过的文殊乡东岳村贫
困户杨长太，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持苦干、实
干信心，不仅注册了“四景方庭”商标，还通过电商
把产品卖到全国各地，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带
着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奔小康”成为他最大的心愿。

县里专门成立了支持东岳村高质量发展领导
小组，与乡、村共同研究措施，引导村民新种植油茶
1200亩，种植金丝黄菊、婺源菊100余亩，推动将东
岳村打造成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东岳村积极与大别山干部学院对接，成立“光
山县东岳红色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争取东岳
村列为现场教学点。同时推动红二十五军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项目前期建设，启动建设花山寨、斛山
寨等红色旅游景区，成功入选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
利用片区分县名单。

司马光油茶园和东岳村乡村旅游的持续火热，
让光山尝到了发展乡村旅游的甜头。司马光小镇、
龙山湖、司马光油茶园、南王岗乡村会客厅、花山寨
会议旧址、大苏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周边旅游资源被
串珠成链，全力打造全域旅游精品线路，光山文化
旅游生态经济圈正在形成，还荣获了中国最美生态
文化旅游名县、河南省旅游扶贫示范县等殊荣。

“路子找到了，就要大胆去做。”光山大地永远
回响着习近平总书记重逾万钧的殷切嘱托，这是激
发光山人民奋勇追梦的精神内核，是指引老区人民
奋力实现“两个更好”的强大力量。

智慧光山风帆劲 大步流星奔小康

写好两篇“大文章”

下好产业“先手棋”

走好小康“富民路”

3月 19日，光山县公交停靠站建设工地上机械轰鸣、施
工车辆来回穿梭、围挡正在拉建、工人忙碌不停，施工场面热
火朝天，占地40亩、总投资6000万元的重点项目全面复工。

这里只是光山县开启复工复产大幕的一个缩影。最
近，新华五岳抽水蓄能电站、光潢新路建设和绿化、龙山桥
建设、滨河北路西延新建工程、大锐商贸物流园项目等一大
批重大建设项目全面复工，抢天夺时抓进度，为光山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强劲后劲。

2019年，光山县分六批集中开工重点项目 81个，总投
资达193.7亿元。五岳抽水蓄能电站正在建设，袁湾水库项
目前期工作基本完成，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有序推进。

奋斗者不舍昼夜，实干者步伐铿锵。7月 15日，中国平
煤神马集团签约落户光山，投资建设新材料产业园。

围绕补短板、强弱项，今年光山已谋划500万元以上项
目 322个，年度计划投资 117亿元。“十四五”规划项目编制
也已经启动，初步谋划储备项目153个，总投资720.9亿元。

9月 12日，在官渡河产业集聚区的三元光电产业园内，

机器轰鸣，现代化流水线上，机器人正在快速装配远红外产
品。作为一家高新科技企业，他们研发的远红外辐热盘、采
暖设备、环保设备及产业配套的高端装备在全球领先。投
资 35亿元占地 2000亩的三元光电产业园区，已吸引上海
高力国际公司前来合作，正在抓紧推进。

为了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全县智能化、绿色化、技术改
造入库项目 29个，累计完成投资 17.3亿元，光山县产业集
聚区已落地“四上”企业 70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4亿元，
工业增加值增长了2.3%。

为了加速电商产业发展，聚力打造全国数字乡村基地
示范县和数字扶贫基地示范县，光山县已在商务中心区内
规划占地 270余亩电商产业园，以科思网络科技公司为基
础，聚力打造大别山地区电商培训基地、电商物流（仓储）中
心、网红直播基地、数字乡村基地、保税物流园区等，力争年
产值创造3500万元以上。

如今，这里已入驻电商企业 10家，创造就业岗位 600
余个，光山电商产业开始在信息高速路上飞奔。

智慧之乡日日新 谢万柏 摄

展露人民精气神 杜青 摄

多彩田野绘宏图 盛鹏 摄

勤劳筑起小康梦 刘宏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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