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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谱写“十四五”新篇章 •洛阳篇

●● ●● ●●

汝阳县 厚植优势 构筑发展新格局
□本报记者 李宗宽
本报通讯员 翟灿波 吴会菊

“十三五”以来，汝阳全县上

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新发

展理念，坚定不移走改革创新之

路，紧紧围绕“1234”发展战略和

“11363”工作思路，认真贯彻落

实省市各项决策部署，强抓抢抓

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机遇，以

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发展高质

量，不断深化“9+2”工作布局落

地生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面审视汝阳发展的“时”与

“势”，不断提升发展的“含金量”

“含新量”“含绿量”，经济社会发

展成绩斐然，各项工作对外影响

不断扩大，增添了“汝阳名片”，展

示出“汝阳风采”。

汝阳先后荣获全国绿化模

范县、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全

国“互联网+健康扶贫”试点县、

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和国家园林县城、国家卫生县

城、最佳人居环境奖等荣誉称

号；汝阳互联网+健康扶贫案例

获得全球减贫最佳案例；成功举

办全国绿色建材产业发展论坛，

是省级装配式建筑示范县和示

范园区（汝阳县产业集聚区），全

县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总数突

破 5 个，汝阳反诈经验全国推

广，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

然禀赋，厚重的历史文化，赋予

了汝阳特别的自然之美、人文之

美、神奇之美、和谐之美。

“今年是汝阳现代化建设进

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

我们将大力弘扬焦裕禄同志

‘三股劲’精神，强化‘答卷’意

识，保持‘赶考’状态，带头躬身

入局，担当作为，坚持以创新激

活力，以项目建设抢占未来发展

制高点，全力打造洛汝产业带重

要节点、洛阳都市圈南部生态涵

养区重要支点，在洛阳都市圈建

设中奋勇争先！”7月 1日，汝阳

县委书记潘峰说。

党的建设全面加强

汝阳县产业集聚区 汝阳县委负责人在论坛上介绍经验 鸿路钢构自动化焊切车间

创新活动载体，激发党建活力，开创“智
慧汝阳”。

近年来，汝阳县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
最大政绩”的理念，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结
合“河洛党建计划”，确立了“1134”党建工作
思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促进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今年以来，汝阳县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政治领悟力、政治判断力、政治执行力持
续提升，不断创新党建引领、“四治”并进、服
务进村（社区）工作载体，探索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五星”示范村创建、“三微”工作法和

“双服务”等活动，推动“智治”与“自治”“法
治”“德治”有效融合，抢抓省级“数字乡村”
示范县和全市“服务进村”试点县、“智慧乡
村”试点县等机遇，强力推进“智慧党建、智
慧综治、智慧医疗、智慧乡村、智慧城管、智
慧社区”等智慧化平台有机融合，绘就“人在
格中走、事在网上办、网格全覆盖、服务零距
离”的乡村智治“一张图”。

探索推行以“强村带弱村、支部联支部、
党员带农户”为主要内容的“一联双带”活
动。作为全省“部门联动构建大党建格局”3
个试点县之一，在全县农村党员中组织开展

“1+X”党员联系弱势群体行动，办好“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真正解决好群众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在村（社区）“两委”
换届中，全县220个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均
实现“一肩挑”，“两委”班子成员平均年龄45
岁，实现基层队伍整体优化提升。

强化教育培训，提升干部综合素能。坚
持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依托“好视通”
云会议系统，为2100余名乡村干部“充电蓄
能”；采取“网络视频远程教学”新型模式，探
索建设“人民学习·汝阳党员干部培训智慧

教室”，依托县委党校和县外优质教育资源，
累计培训乡村干部 600余人。高标准谋划
推进与民盟河南省委开展的“党盟合作”、与
河南科技大学开展的“校地合作”，2021年

“党盟合作”共谋划8个方面 25个项目、“校
地合作”共谋划5个方面 28个项目，先后组
织专家学者 400余人次到该县开展合作活
动，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汝阳县通过抓实抓
细机关党建，实现党的建设与业务工作双提
升，在全市机关党建工作会议作典型发言。

全力补短板强动能，彰显“汝阳担当”。
经过近年来持续努力，汝阳县“十三

五”规划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全县经济保持
了“稳、进、好”的态势，经济发展高质量取
得了新进展。

该县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
展格局，落实新发展定位，厚植新发展优
势，积极构建“123”现代产业体系，以绿色
建材暨装配式建筑为代表的新材料主导产
业强势崛起，全国绿色建材产业发展论坛
在汝阳召开，使绿色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
心。紧紧围绕市委赋予汝阳洛汝产业带重
要节点的定位，积极建设中西部最具竞争
力的绿色建材、装配式建筑产业带，在全市

“6+3+X”新型产业专业园区建设中打造汝
阳高能级产业载体。一大批绿色建材龙头
企业落地布局，以鸿路钢构、中电建、筑友
科技、六建重工、安华建科等为代表的装配
式建筑产业不断壮大，有6家企业被评为省
级装配式建筑基地。

在 5月 31日召开的全省重大工业项目
调度电视电话会上，汝阳县作交流发言介
绍重大项目进展经验。该县紧紧围绕全市

“9+2”工作布局和“755”现代产业体系，聚
焦绿色建材暨装配式建筑产业，持续开展
精准招商、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不断延
链补链强链，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引擎。
聚焦产业转型，完善项目推进机制，做好要

素保障，合理安排工期，加快推进218个、总
投资 713.5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27.5 亿元
的重大项目，1至 5月累计完成投资 118.6
亿元。

以“大平台”支撑“大集聚”，汝阳县以
打造全国绿色建材产业示范基地为发展目
标，建设科技创新、公共服务、投融资等三
大平台，构建场域载体“强磁场”。汝阳县
产业集聚区形成了新材料钢结构、PC构件、
玻璃、陶瓷、新型绿色墙体材料六大产业集
群，上升为洛阳绿色建材产业园，加快推动
了传统产业提质增效，不断完善产业集聚
区基础设施，积极打造国家级绿色建材产
业暨装配式建筑示范基地。

从“固脱贫”到“促振兴”，奋力绘就“汝
阳画卷”。

产业发展是富民之源、振兴之基。该县
抓住乡村振兴机遇认真谋划、做好规划、形
成合力，进一步谋划、完善、提升特色主导产
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加强科技投入
和后期管理，坚持以特色品牌打造为重点，
形成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大力发展特色种
植、精深加工、乡村旅游、沟域经济、富硒农
业等，以“生态+特色农业+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为抓手，积极融入伏牛山全域旅游示范带
建设，树立项目为王、结果导向的理念，按照

“一沟一产业，一域一特色”，持续打造梯田
文化谷、龙乡文化谷等5条市级沟域生态经
济示范带，推动沟域生态经济提质扩面。该
县成功举办乡村旅游发展论坛、伏牛山高山
菊花节、稻田音乐节、艾草文化节等，成功举

办第二十届杜鹃花节暨炎黄文化节，接待游
客168.7万人（次），综合收入3.67亿元，进一
步扩大“醉美汝阳”旅游品牌影响力，推动农
村由“卖产品”向“卖文化、卖品牌”转变，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

持续依托特色优势资源，构建以香菇、红
薯、花生、杜仲、甪里艾五大地理标志农产品
加特色种植、特色养殖为基础的“5+2”农业特
色产业体系，打造“一乡一产业、一村一特
色”。积极打造“乡字号”“土字号”特色产业

“金字招牌”，加快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因地
制宜精心筛选产业项目，培育壮大特色主导
产业，着力拓宽农民创业增收渠道，确保项目
能够促进集体增收、村民致富。引导企业开
展绿色食品认证，全县“三品一标”农产品达
52万亩，汝阳香菇在第22届中国中部农业博
览会上获得金奖。通过生态打底、文化塑魂、

旅游赋能，助力农业发展集约高效。
以“新业态”激活“新经济”，充分利用互

联网平台和电商销售模式，通过线上、线下
多种渠道，不断扩大辐射范围，汝阳红薯、汝
香源香菇、龙乡麻花、杜仲羊肉等成为网红
产品，全县电商销售额 7.9亿元，以“汝此幸
福”为代表的品牌矩阵初步形成，先后荣获
省电商扶贫工作先进县、省淘宝直播“村播
试点县”，成为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县、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

汝阳县还专门成立人才振兴、产业振
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文化振兴、城乡融
合发展和深化农村改革七大工作专班，结
合“十四五”产业谋划思路，聚力聚焦、精准
发力，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打下坚实基础。

绿色福利叠加释放，呈现“汝阳颜值”。
近年来，汝阳立县足“洛阳南部生态涵养区”

和“洛汝产业带的重要节点”的功能定位，突出抓
好产业发展、生态建设、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基
础能力、教育均衡“六大提升”，坚决打好三大攻坚
战，经济结构向优、质量效益向高、生态建设向好。

该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突出生态文明建设，
坚持以沿黄生态保护治理为引领，全面落实“河长
制”，加快推进北汝河、杜康河综合治理，切实改善
水环境。紧盯工业、城建、交通等重点领域和重点
区域，以“三铁”抓“三散”治“三源”，确保空气质量
持续向好。去年县城区优良天数达 316天，空气
质量已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全面完成省市大气、
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总目标任务，三年污染防治
攻坚战取得圆满成功。凤凰山、云梦山、瑞云山森
林公园郁郁葱葱堪称森林氧吧，北汝河、马兰河水
清岸绿引来白鹭栖息。全县林业面积 126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63.3%。

如今，一个显山、露水、透绿、现蓝，人与自然
共栖共生、和谐发展的山水生态城市已初步形
成。“三山环抱、两水润城、生态优先、宜居宜业”的

“酒祖圣地、山水汝阳”呼之欲出，碧水蓝天净土成
为汝阳的最靓名片。

发展动能更加强劲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持续提升民生福祉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民生福祉全面提升，传递“汝阳温度”。
汝阳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扎实办好群众最关心最期盼的民生实事。医生“云
端”问诊，农民村里看病。该县先后总投资2237万
元，建成“互联网医院”236所，实现省市县优质诊
疗服务覆盖全部乡村，全面落实“先诊疗后付费”一
站式结算，县内就诊率达到92%，被确定为全国唯
一一个“互联网+健康扶贫”试点县。在此基础上，
投资2300万元，建成覆盖全县人口的“全民健康信
息平台”，推动居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又投资
2400万元，建成全省首个“行走的医院”健康扶贫
项目，打通分级诊疗的“最后一公里”。

全面实施一站式结算服务等政策，实现了医疗
服务高、奔波花费少、治疗费用低、群众认可好的惠
民医改效益，“互联网+健康扶贫”荣获“河南医改典
型案例”奖、入选“中国2019民生示范工程”，被定为

“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全国县域推广
样本。全国首家标准化心血管病诊疗中心落户汝
阳，县人民医院成功创建全省首批县级三级综合医
院，推动县域急危重症救治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全
县医疗卫生正在形成“远程诊疗到村，在线慢病管理
到户，医疗教育与健康促进到人，移动智能医疗到
病”的崭新格局，成为人民健康的“守护人”。

该县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2016年以来，累计投入资金 26.2亿元，新建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 19所，改扩建 160所，其中农村寄
宿制学校总41所，有效解决了上学难、大班额、城
乡不均衡等难题，成功创建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
本均衡县。创新成立 1000万元规模的教育发展
基金，与北师大、河科大、涧西区合作引入优质教
育资源、培训提升师资力量，全县整体教育质量不
断提升。2021年，汝阳被确定为全省教育综合改
革试点县，以实施“县管校聘”为突破口的教育综
合改革提质增速，现代化教育治理体系正在形成，
全县教育驶上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统筹城乡发展，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汝阳县持
续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老旧小区
改造暨城市有机更新工作，谋划实施百城提质项目
104个，12个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前期规划，供热、供
气管网覆盖率分别达到84.8%、93%，镇区污水处理
设施实现全覆盖。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扎实开展，反诈经验全国
推广，社会大局平稳有序，公众安全感排名全市第
一。国家重点水利工程前坪水库建成蓄水，“两纵
十横三环线”交通路网内捷外畅，基础能力强力支
撑县域发展，城市功能更加完善，“幸福汝阳”建设
品质饱含温度。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我们将抢抓机
遇、主动对标，更加积极、更加主动、更加全面地融
入重大战略，坚持项目为王工作导向，往深处抓，
向目标奔，全力推进全县经济持续稳定向好。”汝
阳县委副书记、县长赵振峰说。

日新月异新汝阳日新月异新汝阳

医生“云端”问诊，农民家门口看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