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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企业顺利进行A轮融资
签约，特别感谢示范区为我们提供的优
质服务。”11月10日上午，河南真实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A轮融资签约仪式举行。
真实生物科技公司位于平新产业集聚区
内，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抗病毒、
抗肿瘤及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等创新药物
的综合性制药企业。自2019年入驻后，
示范区积极帮助企业出良策、解难题，营
造良好营商环境，助力企业产业化实施，
推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针对产业基础薄弱、结构不优，支
撑力和贡献度不足等“痛点”和“弱点”，
示范区树立经营城市的理念，突出抓好
产业规划和招商选资，做好精准招商、
开放招商。把握“对外开放示范区”的
功能定位，组织编制产业集聚区规划，
大力推进产业集聚区“二次创业”，明确
主攻方向，以产业振兴推动发展提速。

优化一产，推进征地拆迁和区域连
片发展，远近结合，形成土地与发展和
利益平衡的有效循环，大力发展生态农
业、高效农业，解决保障问题；做大二
产，做强高科技电子装备、生物医药、新
能源等主导优势产业，强化产业支撑，
实现有城有产；大力发展三产，开发与
商业并轨，严控商住比，重点发展城市
综合体、总部经济、文旅等现代服务业，
实现有城有市。

继去年 3月，位于该区的河南跃薪
智能机械有限公司与华为成功签约，将
5G技术应用在无人开采矿山领域之后，
今年7月，该公司又携手宁德时代，为电
动智慧无人矿山的技术研发和产业推
广提供全流程解决方案，打造电动智慧
无人矿山新生态。

“十三五”期间，示范区经济实力快
速提升，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工业层次

稳步提升，大力实施产业转型升级，不断
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加快培育壮大
战略新兴产业，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
等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现代服务业
提速发展，加快实施现代服务业提升工
程，文化旅游、商贸流通、金融服务、数字
经济等产业集聚发展态势初步形成。平
新产业集聚区被省政府授予“河南省十
快商务中心区”称号，商务中心区在2019
年度晋级为一星级商务中心区。

示范区依托平新产业集聚区、商务
中心区的产业集聚功能和高铁片区的
辐射带动效应，通过招商选资、调整产
业结构等措施，着力打造以高科技装备
制造、生物医药产业为龙头，文旅、金
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为支撑，以都市
新产业、新业态为特色的产业体系，激
发产业活力、培育新生动能，日益成为
引领全市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兴增长极。

□张宏怡 李勐儒

初冬时节，示范区依然色彩缤纷、美
景怡人。粉红的月季、黄色的银杏，姹紫
嫣红装扮街头；各大游园公园，自然风光
与人文景观相映成趣；美丽乡村中，一村
一景、一村一韵，田园美景渐次舒展……

今年以来，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按照市委提出的坚持“四个新”、打造
“四个城”的要求，结合“三区一中心”的功
能定位和区情实际，对发展定位进行再梳
理、再明晰，提出了“品质新城、产业新城、
园林新城、文化新城、记忆新城和幸福新
城”六大城市发展理念。

“通过努力，示范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取得决定性成就，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城乡
面貌不断优化，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人
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大局安定祥和，承载
力、凝聚力、吸引力持续增强。”平顶山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委书记张毅说。

数据显示，2020 年，示范区预计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 56 亿元，较 2015 年
36.4亿元增加 55.2%，“十三五”期间年
均增长8.2%；规上工业增加值“十三五”
期间年均增长 10.2%；固定资产投资“十
三五”期间年均增长 19.8%；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长7.8%。

一组组“含金量”十足的数据，见证着
示范区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如今，示范
区城乡发展从“颜值”到“内涵”不断提升，
辖区居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产业振兴推动 整体发展不断向好

“妈妈，快看快看，这水里的锦鲤真
好看！”12月 4日上午，市民王女士带着
女儿在白龟湖国家湿地公园里游玩。
白龟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示范区西南
部，毗邻白龟山水库，是一座集旅游观
光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生态型主
题公园，并在 2019年 12月成功创建为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这也是平顶山市
区第一家国家4A级旅游景区。

近年来，示范区将公园形态与城
市空间有机融合，打造生产生活生态
空间相宜、自然经济社会人文相融的
复合系统，着力建设城在园中、景在城
中，山城水相融的公园型城市。依托
白龟湖国家湿地公园、应河、应山等自
然资源，稳步推进环湖生态保护开发、
城市游园建设、应河治理，加快环湖文

化园、应山主题公园、应山遗址公园等
建设，做足山水文章，将生态优势转化
为核心竞争力，着力打造“山、水、林、
田、湖”一体发展的生态新城。同时，
示范区围绕城市生态景观提升改造工
程，加强城市公园和街头游园建设，持
续开展国土绿化和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不断巩固城市生态“内核”，扮靓城
市生态“外环”。

在城区绿化方面，坚持“公园城市”
理念，通过各种乔木、灌木及花色、叶色
不同的植物组景，配合植物季相、色相
的变化，有效提高植物的观赏性，形成
了“点上绿色成景、线上绿色成荫、面上
绿色成片、城区绿色成林”的生态环境
体系，实现了分散绿化向体系生态的转
变、平面绿化向立体生态的转变。截至

2019年年底，共新增绿化面积 64.55万
平方米，提升改造面积约 156.57万平方
米，累计植树造林 4215亩，亮化城市环
境，城市面貌显著改善。

交通是城市的“血管”和“动脉”。
打通断头路，是民心所向，也是城市发
展所需。示范区在加大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力度的同时，围绕“通”字上下功
夫，围绕“快”字上做文章，全面推进区
域道路建设工作。截至目前，全区道路
面积达到 277.07万平方米，实现通车里
程 23.938 公里，人均道路面积 26.54 平
方米；建成区范围内污水管网覆盖率达
到 100%，城区污水集中处理率 100%。
同时，建立城市管理数字平台，实施案
件分类处置、精准治理城市顽疾，城市
品质明显提升。

栉风沐雨铸新城 凝心聚力再出发
——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回眸

建设公园城市 城市功能不断优化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教育是民族振兴、社
会进步的重要基石。

近年来，示范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方针，持
续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制定了《示范区农
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2016-2020年）
调整方案》《示范区教育系统“城乡结对、一体发
展”实施方案》等专项工作方案，安排湖光小学
等 7所城区小学与闫庄小学等 7所进行结对，开
展帮扶工作，推动学校管理、文化、教学、教科研
管理教育资源共享等一体化，整体提升城乡学
校办学水平和质量。

——学前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十三五”期间，
该区全面完成学前教育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任
务，实施第三个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新建、改扩
建公办幼儿园3所，全区公民办幼儿园达到36所，
辖区幼儿园覆盖率98%，普惠性幼儿园占比30%。

——义务教育取得重要进展。近年来，示
范区新建公办中小学2所，新增学位4230个，义
务教育阶段大班额率为2.11%，中小学均无超大
班额，起始年级无大班额。2016年 12月，该区
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评估验收。

——大力推进特色学校建设。注重学生全
面发展，公明路小学等5所学校相继被教育部评
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湖光小学被
教育部评为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特色学校，“一
校一品，一校一特色”的办学优势已经形成。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作为城乡一体化先
行区，示范区全面落实城乡一体化发展政策措
施，积极推进户籍、医保、教育、社保等城乡一体
化，让新区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该区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2016年以来，为农村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
办理落户城镇数3642人，2019年城镇化率增至
85.8%。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全区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27856元，同比增长 8.8%。就业规
模迅速扩大，2016 年-2019 年城镇新增就业
13234人。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社会保障覆盖面进一步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全面完成，安排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资金 8847.92 万元。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完成省
级达标验收；完成乡道村道修建 30.1公里；完成
太阳能路灯建设 598个、游园建设 3个、文化广
场建设2座；完成户厕改造5581户，超额完成市
定改厕任务（4000户），达到农村户用卫生厕所
普及率85%的目标；在13个村建设24座水冲式
环保公厕，对农村 66座公厕进行改造并纳入管
理。滍阳镇闫口村被评为平顶山市 2019 年度

“十大美丽乡村”；滍阳镇被评为 2019年度省级
卫生单位；库庄村、西滍村被评为 2019 年全市

“文明村镇”。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示范区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三个“一”的指
示精神，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十个坚决到位”
和市委、市政府“十个最”的要求，把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持全区上下一
盘棋，快速反应，启动战时机制，全员备战，组建

“1+8+1”高效指挥体系，严格落实“四包一”责任
制，建立“三本台账”，形成了群防群控、联防联控
的防控局面。全区各行各业迅速复工复产复学
复商复市，经济社会秩序得到有效复苏，社会大
局保持了稳定有序，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向纵深
推进。

栉风沐雨铸新城，凝心聚力再出发。“十三
五”以来，示范区强力打好打赢决胜全面小康社
会三大攻坚战，强力深化改革开放创新，促进全
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在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开启示范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迈出坚实步伐，绘就出
一幅城乡和谐发展的美丽画卷。

坚持一体发展

城乡统筹不断深入

灼若芙蕖出绿波 苗阿丽 摄 俯瞰示范区

示范区产业集聚区工人检验无人驾驶矿山汽车
王尧 摄

工人们在河南平高通用电气有限公司开关柜
厂房内组装产品 王尧 摄

示范区滍阳镇焦庄村合作社农民在收获土
豆 李勐儒 摄

白龟湖国家湿地公园莲叶田田、荷花盛开 王尧 摄

示范区硃砂洞山体荒山变花山 苗阿丽 摄

日前，花山村入选第六届全国文明
村镇名单。花山村位于平顶山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西南部的花山半岛，该村注
重打造村内微景观，从 2017年开始，该
村连续四年举办“三月桃花朵朵开摄影
大赛”活动，曾先后荣获河南省文化志愿
服务活动基地乡村音乐厅、平顶山市文
明村镇、河南省文明村镇等荣誉称号。

这是示范区发展乡村文旅产业，推
动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十三
五”期间，示范区以城乡融合发展为统
领，按照“党建引领、产居融合、治理有
效”的思路，扎实做好“留住”“挖掘”“传
承”三篇文章，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谋划生态、文化、产业、美丽乡村和休闲

度假、城市景观休闲等旅游业态，促进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近年来，示范区结合经济发展实际，
积极探索并制定出符合城乡一体化发展
的模式，率先在滍阳镇韩寨村、马跑泉
村、西滍村和应滨街道花山村设立示范
点，通过招商引资因地制宜发展田园生
态农业、乡村旅游业，实现城乡一体化发
展，推动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示范
区组建多个文化宣传队伍、志愿者队
伍，通过戏曲、小品、舞蹈等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将文明乡风的理念转化为群
众通俗易懂的语言，不断培育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进村史文
化墙示范点建设，开展十星级文明户评

选，累计评选各类星级文明户182户。
为进一步繁荣文化事业，让文化

“活”起来，示范区积极开展群众文化
“双百”工程、“我们的节日”、广场舞大
赛、民间艺术表演等系列群众文化活
动，以实际行动践行文化惠民、文化乐
民、文化育民和文化富民，丰富了居民
的精神文化生活又进一步提升了居民
的文明素质。

与此同时，示范区积极充分发掘平
顶山市历史文化资源，将煤文化、盐文
化、应国文化、香山文化、滍阳文化、名
人文化、好人文化、建筑文化等文化资
源融合起来，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打造
具有示范区特色的地标和特色景观，塑
造城市记忆，留下城市印记。

乡村文旅助力 城乡魅力不断彰显

秀林园秀美风光 苗阿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