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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党的百年华诞 谱写“十四五”新篇章 •周口篇

美丽乡村宜居宜业 太康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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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康 在希望的田野上唱响出彩旋律
□本报记者 方化祎 李昊

本报通讯员 郜敏 卢元厂 马治卫

火热的六月，太康大地捷报

频传：通过专家组实地测产，太康

今年小麦平均亩产565.63公斤，

比去年平均亩产 559.3 公斤，增

产 6.33公斤，全县小麦总产预计

可达 9.73亿公斤，这标志着太康

夏粮迎来了“十七连丰”。

尤为令人振奋的是，6月7日，

太康县符草楼镇新庄行政村种植

能手谢宗红种植的小麦实打测产

858.29公斤，位居全市首位。

夏粮连连出彩，基层党的建

设、乡村振兴、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更是可圈可点。

好人之城，孝善太康 马治卫 摄 蓬勃发展的太康纺织业 马治卫 摄

“银太康”蝶变奔小康

太康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以信
心凝聚力量、以实干谱写华章，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
府决策部署，以脱贫攻坚为统揽，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疫情防
控形势稳定，经济回稳态势向好，全县高质
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十三五”规划确定
的目标任务总体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为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太康县过去因盛产棉花，享有“银太

康”之美誉。如今奔走在小康路上的银城
人，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节假日期间，
携家人朋友就近到郊外游玩踏青、亲近大
自然成为不少太康人的选择。

每逢节假日，太康县老冢镇刘寨村田
园综合体、城郊乡小宋庄紫薇柿界休闲观
光园、板桥镇毛庄村东明湖度假村里游人
如织，一片欢声笑语，乡村游呈现出火爆景
象。在老冢镇刘寨村的田园综合体里，刘
寨印象民俗园、南湖公园、恐龙乐园、草莓
采摘园等处，游客呼朋引伴、扶老携幼，或

在风车网红大道拍照留念，或在桃树林里
幸福徜徉拍摄抖音，或在萌宠乐园的一个
个栅栏外驻足，与小动物们互动，或在美食
街品尝特色小吃……各个景点的美图在朋
友圈和抖音里刷屏。

离开喧嚣都市，呼吸清新空气，感受花
海浪漫，体验农耕劳作……如今，久居城市
的市民，特别向往“复得返自然”的农村田
园风情，以美丽村庄为依托、以产业支撑促
发展的“乡村游”，成为太康县广大干群小
康路上的最好印记。

2020年 8月 12日，河南省产业集聚区高
质量发展排行榜引爆全省舆论，其中，太康县
产业集聚区包揽两大奖项，成为最大黑马：荣
膺 2019年度河南省优秀产业集聚区，成为周
口市唯一获此殊荣的产业集聚区；首次晋级三
星级，获得全省通报表彰。

2020年，是太康县高质量发展的一年：取
得全省高质量发展第 22位、全市综合考评第
一位的好成绩。荣获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
程机械化示范县、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
县、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试点县、
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县、农村垃圾治理达标
县、“美丽小镇”“五美庭院”先进县等荣誉，领
跑势头强劲。

2020年，太康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工业经
济稳中向好，入库技改项目31个，总投资30亿
元。入库智能化改造项目 20个，总投资 11亿
元。认定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4个、智能工厂 3
个、智能车间 1个、绿色工厂 2个。获省级“星
创天地”2个、省返乡创业示范园区1个。县产
业集聚区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入驻项目 83个，
纺纱规模176万锭，年织布能力8亿米，服装年
加工能力6亿件。锅炉压力容器制造产业集群
入驻项目 31个，其中A级锅炉企业 5个，年生
产能力 6万蒸吨。在全省产业集聚区排名第
13位。

更让人欣喜的是，太康的两大产业集群经
过不断发展升级，体量更大，更为聚焦和专业，
规划建设五大园区。

一是以中国新兴纺织产业基地县、中国棉
纺织名城、中国长丝织造基地为依托，逐步形
成“研发—纺纱—织布—染整—面料—服装—
市场”完整产业链条，打造全国有影响的纺织
服装产业集群。

二是以河南省智能锅炉制造创新中心、锅
炉云致工厂为载体，搭建产学研平台，形成燃
油、燃气、电热、生物质发电等锅炉品种，打造
全国有影响的特色锅炉产业园。

三是以中国光大国际集团光大环保能源
（太康）有限公司为支撑，建设集生活垃圾、建
筑垃圾、医疗废弃物、工业废弃物处理于一体
的绿色循环经济静脉产业园。

四是以河南省龙源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为
龙头，打造集造纸、印刷、包装、物流、热电、供
热、建材于一体，具有绿色环保、资源再生利用
特征，河南省产量最大、技术最先进的箱板纸
生态产业园。

五是以三洋铁路为纽带，建设纺织服装仓
储物流产业园，将信息、采购、运输、仓储、供应
链金融等物流活动综合起来，打造全国重要的
纺织服装集散中心、信息中心。围绕这五大产
业园，太康县产业集聚区将掀开新的发展篇
章。

产业集聚区崛起一座产业新城，太康靠
的就是“招商名片”。今年，在全面梳理以往
招商经验的基础上，太康再放大招，实施太
康县招商引资突破年活动。设立 12 个对外
开放工作站和太康人创业联盟服务站，出台
《太康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开展专业化精
准招商。2020 年新签约项目 36 个，新开工
项目 43个。年产 10万吨莱赛尔纤维生产项
目、智能化共享锅炉项目等落地，欧企德集
团产业联合体、银星畜牧等项目建成投产。
外贸进出口完成 3.8 亿元，创历史新高，居全
市前列。

雄 关 漫 道 真 如 铁 ，而 今 迈 步 从 头 越 。
2021 年太康县委、县政府以推动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在加强基层党的建
设上更加出彩，在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上更加出彩，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更
加出彩，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 太 康 绚 丽 篇 章 ，以 优 异 成 绩 庆 祝 建 党
100 周年。

基层党建在助力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排
头兵作用。

如今，在太康县广袤的大地上，党员干
部干劲十足，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经济发展
欣欣向荣，党旗在涡河大地高高飘扬。

杨庙乡后店村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
村庄。近年来，后店村围绕“立足清、聚焦
保、着力改、促进美”的总体要求，积极发挥
党组织和党员先进性作用，大力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如今，“庭前栽花、院
后种菜、院中有花、林中有院”已逐渐成了
该村农家庭院的新模式。这是太康县以党
建引领推动乡村发展的一个缩影。

深入实施红旗村、提升村、整治村“三
村”建设工程，打造红旗村 69个，提升中间
村614个，整治落后村91个；积极开展党建
专项行动，新建村级活动场所30个，实现村
级集体经济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村有143
个；打造高标准党建示范村 110个、“双强
六好”“两新”党组织 13个、流动党支部 36
个，确定党员发展对象 813 名，发展党员
760名，使其成为巩固脱贫成果、提升致富
能力、有效防止返贫的有力抓手和通向乡
村振兴的有效途径。

为营造党组织和党员争当先进、争创
优秀的工作氛围，太康县开展“逐村观摩、

晋位升级、亮星授牌、党建述评、三个清零、
补链拓面”等活动，建立“五位一体”软弱涣
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机制，全县 37个软弱涣
散村全部整顿到位；创新“148”抓党建促脱
贫模式，筑牢“一个堡垒”、组建“四支突击
队”、打造“八大党员先锋岗”，为乡村振兴
提供了坚强的政治、组织和纪律保障。

党民同心，共筑乡村治理“凝聚力”。
2020年，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是乡村治理，
必须健全党组织领导自治、法治、德治相结
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太康县党员干
部主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广大
党员在乡村振兴之路上阔步前行。

太康出动劳力 35万人次，开展清洁家
园活动，对房前屋后、大街小巷、道路沿线、
坑塘、沟渠等处进行垃圾清理、绿化美化，
绿化荒地500亩，修建村内胡同5500公里，
整治坑塘 220处，清理垃圾 450万吨；实施

“五分钱”工程，采取财政以奖代补、村民每
人每天捐五分钱相结合的方式筹集经费，
设置胡同长，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和村民自
主作用，推动农村人居环境长效整治；实施

“三园乡村”工程，把村内废旧宅基地、撂荒
地改造成花园、果园、菜园等“三园”3000多
亩，打造村庄有果、房前屋后有菜、庭院有
花的“美丽乡村”。

抓党建是固本强基、富民强村的关键
之举。太康县围绕“种、养、加”“短、平、快”

产业，按照“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一户一
策”的原则，因地制宜发展产业，立足规模
化、特色化、优质化，发展华瑞农牧食用菌、
三叶农牧土猪等种养基地 145 个，年产值
9.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 8500个；实施电商
扶贫，实现涉农产品销售收入 8000 余万
元，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动力支撑。

一件件民生实事，让广大太康农民享
受到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也让越来越多
的村级党组织成长为团结群众、攻坚克难
的战斗堡垒，让越来越多的乡村蝶变成“美
丽乡村”。

乡村振兴基础更加稳固。以“四优四
化”为重点，发展优质小麦 30万亩，高油酸
花生 30 万亩，瓜果蔬菜 63 万亩，优质棉

1.5 万亩。11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基
本完成，全县小麦总产 16.47亿斤，玉米总
产 10.4 亿斤，粮食总产稳居全市第一位，
牢牢扛起了粮食安全的重任。秸秆利用率
达 94%。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水平突破 90%。圆满完成小麦生产遥感
监测调查，被评为河南省农业遥感监测先
进县。通泰纺织、大众养殖、牧原农牧等
5 家企业入选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大力发展食用菌种植，打造全国黑
皮鸡枞菌种植第一县。生猪产能持续恢
复，年出栏 118 万头，连续 14年保持全国
生猪调出大县称号。成功举办第三届农民
丰收节。刘寨村荣获“全国文明村镇”荣
誉称号。

经济战场党旗红

党建领航乡村振兴

高质量发展太康再成典范

“渔光互补”助推乡村振兴 马治卫 摄

太康县刘寨恐龙乐园一角 马治卫 摄

太康县夏粮“十七连丰” 姜大超 摄

火红的草莓红火了日子 杨青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