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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党的百年华诞 谱写“十四五”新篇章 •周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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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胡辣汤走向世界，让世界爱上胡辣汤。全国首批“生态原产地保
护产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南胡辣汤之乡”，西华胡辣汤已成
为中原文化的重要标志，河南首席饮食文化品牌

高标准的新时代党群服务中心，群众的主心骨，乡村振
兴的坚强堡垒，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向心力号召力全面增强

郑阜高铁西华站承载周口北站功能，高铁新城耀世崛起，高铁经济蓬勃兴起

西华 革命老区出彩蝶变
□本报记者 方化祎 李昊
本报通讯员 胡新生 夏振华

西华是我省著名的革命老

区，这里有被誉为“小延安”“小

竹沟”的三岗革命根据地，有周

口史上首个农村党支部——岗

张村党支部，发生过点燃华中

抗战烽火的杜岗会师……

如今西华正华丽蝶变：香

辣可口的胡辣汤、颍河之畔的

世外桃源、腾空而起的通用

机场、日行千里的高速列车，

勾勒出现代西华的靓丽形象。

近年来，西华县围绕“生态

西华、宜居西华、创业西华、魅

力西华”建设目标，强力推进经

济技术开发区、临空经济实验

区、特色商业区、盘古女娲创世

文化园区“四区”统筹发展，挖

潜农业传统优势，厚积文化发

展优势，打造交通区位优势，培

植经济增长优势，使豫东粮仓

的“西华粮”越盛越多，胡辣汤

美食文化、盘古女娲创世文化

等“文化牌”越打越响，高铁、高

速、航空、水运“四位一体”的

“交通网”越走越顺，临空经济、

高端智能装备制造、食品加工、

服装制鞋、电子商务、循环经济

的“产业群”越来越密，县域经

济综合实力历史性迈入全省第

一方阵。

党建引领 基层组织焕发新活力

“群雁高飞靠头雁，船载万斤靠舵人。”在
乡村振兴的大潮中，实现组织振兴是根本保
证、“第一工程”。西华县委牢固树立大抓基
层、大抓党建的鲜明导向。2020 年，作为全
省村（社区）“两委”换届试点县，西华县不负

“首战用我”的信任，坚定“用我必胜”的决心，
始终强调“当试点就要当带头贯彻省委、市委
换届政策的表率，当试点就要当敢于担当、勇
于创新的表率，当试点就要当高质量完成任
务走在前列的表率”，在全省率先完成了村

（社区）“两委”换届任务，“6 个百分之百”的
村（社区）“两委”换届目标高质量完成，乡村
党组织的组织力、引领力、凝聚力、服务力、战
斗力更加强大。

据了解，西华县共选出新一届支部书记
451名（其中新任 108名），平均年龄较上届降
低 5 岁 ；大 专 以 上 学 历 人 员 较 上 届 提 高
11%。新一届“两委”成员结构呈现出了女性
干部人数提升、文化程度提升、年轻干部比例
提升、基层民主参选率提升、年龄结构下降

“四升一降”的鲜明特色，为推进乡村振兴、加
强乡村政治建设、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奠定了
坚实的组织基础。

此外，该县还高标准推进了西华县委党
校、县委党员教育中心和村级党群服务中心建
设，使之成为宣传党的理论的重要阵地、党组
织开展活动的重要场所、服务党员群众的重要
平台，全县基层党组织领导干部队伍的整体素
质和党组织建设的整体水平迈向全面提升的
新阶段，极大激发了干事创业活力。

兴工之道产业为要。西华县牢固树立新
发展理念，聚焦业态、超前谋划，创新发展“新
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
模式”，抢占了高质量发展的制高点。在西华
的上空，各式飞机翱翔于蓝天已司空见惯，国
内第二个中国飞行员培训基地——西华机场
就坐落于此。2020年该机场培训飞行员 163
人、营业收入 1.5 亿元，2021年预计培训飞行
员 380 人、营业收入可突破 3 亿元。无锡汉
和、广州极飞、河南酷农、深圳大疆等无人机企
业集中落地西华，构建了国内最大的无人机产
业集群，西华县在第二届 2018全球无人系统
大会上荣获唯一“最佳产业推进奖”，西华县无
人机产业堪称全国县级临空经济的“嚆矢”。
河南墨特石墨烯项目引领行业标杆，石墨烯穿
戴、发热布、发热地板等技术全国领先；中电建

地下管廊综合管线槽道合金技术国际前沿，是
中国技术标准制定者；宇通新型车材项目——
客车内饰板材、防护板材获多项国际国内专
利；奈安生物土壤污染防治技术经 8年研发、
推广，应用面积已覆盖11省 3000万亩。目前

“一县一主业”特色鲜明、增势强劲、潜力无限。
该县秉持“招商引资是生命线、重点项目

是核心、开工是硬道理”的理念，招引一大批
全球 500强、国内 500强和行业 30强企业落
地西华，推动经济技术开发区、特色商业区

“双双晋星”。中国电建、中国通号、奥特莱
斯、耕德电子、大华电子、双汇食品、中合农
发、太平洋五星级酒店、北京双悦、东方时尚、
首创集团、中通快递、黑豹物流、天福集团、费
斯雅鞋业、金鑫车业、东方国际、红星美凯龙
等一批大项目大企业落地西华，初步形成了

以耕德电子华为手机制造项目、大华电子智
能安防产品等为主导的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产
业，以双汇食品、枣花面业、牧原养殖为主导
的食品加工产业，以昆原再生废旧汽车拆解、
华璨铝业、中爽铝业、中经再生资源、首创垃
圾发电、晨辉工贸、汇通秸秆制板等为主导的
循环经济产业。据统计，仅 2020 年，西华县
处级干部带队外出招商就达到 63次，接待来
访客商 300余人次，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29
个、签约金额 105亿元；每周至少三次到分包
项目工地现场办公，为重点项目高效有序坚
定快捷推进提供了保障。全年确定 84 个重
点项目，当年计划投资 168.77亿元，完成投资
182.71 亿元，计划完成率 108.26%，一座生态
宜居、工业发达、商贸繁荣、特色鲜明的现代
化新型城市强势崛起。

内培外引 优质产业重塑新方阵

城乡融合

全面小康增添新成色

西华县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
域治理“三起来”、乡镇工作“三结合”重要指示
转化为生动实践，使城乡之间相互贯通、交相
辉映，更多资源要素加速优化配置，城乡融合
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阔。该县从2014年至
2020年针对不同年份确立了“脱贫启动年”

“产业发展年”“精准识别年”“基础建设年”“全
面总攻年”“巩固提升年”“决战决胜年”7个攻
坚主题，优先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使114个
建档立卡贫困村全部出列，23207户86849人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以全省前列、全市第一的
成绩历史性摘掉“贫困县帽子”，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在城区，西华县坚持经
营城市、经营土地和城乡融合发展理念，全面
盘活现有5个街道、52个社区的土地资源，打
破原有农村生态模式生产方式，积极促进集体
土地和宅基地变资源、变资本、变财富，全面加
快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抢抓
老旧小区改造机遇，加快推动环境卫生设施提
级扩能、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公共服务设
施提标扩面、产业配套设施提质增效，切实提
升了县城集聚产业、汇聚人口的水平。在乡
镇，西华县坚持按照城市标准打造乡镇政府所
在地，以提升乡镇政府所在地基础建设水平、
规范镇区管理为重点，统筹各方面资源资金集
中投放、集约使用，乡镇政府所在地在新型城
镇化建设中的骨干支撑作用和对美丽乡村工
作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在农村，西华县稳步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县流转土地
28.79万亩，成立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450
个，量化经营性资产2.8亿元；坚持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粮食生产再创新高；持续巩固全国
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成效，认证无公害农产
品22个、绿色食品1个；大力推进现代农业产
业园建设，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4家、
市级3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至1194个，
其中，国家级示范社5个。广大农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成色更足了。

西华县委书记林鸿嘉表示，建党百年，
征程再启，县委县政府将继续团结带领百
万西华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秉承红色基因，
勇担初心使命，坚持“生态西华、宜居西华、
创业西华、魅力西华”建设的一张蓝图绘到
底，以一县之兴助力全局之兴，以党的建设
高质量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高质量，以优
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千古百业兴，先行在交通。2019年 12月，
郑阜高铁西华站通车运营，该县正式迈入高铁
时代，翻开了西华到“北、上、广、深”朝发夕返
的新篇章，标志着全县高铁、高速、航空、水运

“四位一体”大交通格局的形成。从2015年 12
月，机西高速建成通车，开车从西华到新郑机
场的时间由 3小时缩短至 1小时。到 2018年
9月，逍遥港开工，“交通便利，舟车辐辏，烟火
万家，樯桅树密”的逍遥古城风采重现。再到
2019 年 10月，西华机场正式启用，成为全国
功能最完善、设施最齐全、规模最大的通用机
场，被定为全省推广通用机场的示范区、民航
系统标准化建设的示范点，使周口千万人民从
此进入“航空新纪元”，外界之于西华、西华之
于外界的联系日益频繁紧密。

一城风物入青眸。该县主动融入全市发
展大局，誓将娲城打造成周口的“迎客厅”、人
民的“仁智居”，奏响了“以绿荫城、以水润城、
以文化城、以业兴城”大合唱，实施了颍河、贾
鲁河、东风运河、双狼河、洼冲河五大生态滨
河公园和女娲湖、昆仑湖、润天湖、龙池湖、箕
子西湖五大滨湖生态园建设工程，“五河五湖
润娲城”大水系格局华彩呈现。在“四区统
筹”“五河五湖”城市大框架之下，该县还强力
推进“两院两桥二十路、三场五中心三十小
区、五河五湖五园五十校、十城十馆百游园”
等一系列惠民生利长远的基础设施工程，城
市框架由以前的 20 平方公里拉大到如今的
100平方公里。

一城文化铸乡情。2020年，西华县成功

举办中国·西华第四届胡辣汤大赛，“让胡辣汤
走向世界，让世界爱上胡辣汤”得到广泛认同，
通过“一碗汤”让更多人了解了西华故事、西华
文化、西华魅力。西华县除了胡辣汤“炙手可
热”，还深度挖掘以盘古寨、女娲城为代表的创
世文化；以箕子台、商高宗陵为代表的殷商文
化；以黄桥万亩桃园为代表的农业观光文化；
以杜岗会师纪念馆、豫东特委旧址、国家计委
经委和农业部五七干校旧址、岗张村党支部旧
址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成功入选全国第二批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文化牌越打越出彩，精
气神越来越旺，家乡情越来越浓。城市赋形也
铸魂，秀外也慧中。全国绿化模范城、省级卫
生城、省级园林城、省级文明城、省级双拥模范
城的荣誉自然花落西华。

拓城塑魂 城市建设形成新格局

西华机场一飞冲天，结束了周口
没有机场的历史，成为国内通用航空
的行业标准、领军企业

河南西华桃花源生态风景区盛大开放河南西华桃花源生态风景区盛大开放，，实现了从种桃实现了从种桃、、
卖桃到赏花卖桃到赏花、、卖景的华丽转身卖景的华丽转身，“，“桃桃””文章越做越大文章越做越大，“，“桃桃””品品
牌越叫越响牌越叫越响，“，“全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全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中国最美田中国最美田
园园”“”“国家森林乡村国家森林乡村””等国字号名片花落西华等国字号名片花落西华

高标准建成体育馆、群艺馆等“十城十
馆百游园、五园五中心五十校”系列惠民工
程，成功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省级卫生城、
省级园林城、省级文明城、省级双拥模范城，
夯实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四梁八柱”

以耕德电子华为手机制造为龙头的新
兴产业，西华成为全省CNC数控机床最密
集的地区之一，展示周口高端智能装备制
造产业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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