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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谱写“十四五”新篇章 •商丘篇

●● ●● ●●

史丹利智能机器人在装卸肥料夏粮大丰收 宁陵大沙河水清岸绿

宁陵县 产城融合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
□李凤虎 刘梦珂 宋涛

7月 7日，走进宁陵，你会看

到，田野里农业科技特派员在为农

民讲授种植和管理技术；厂房车间

里有关单位工作人员正下沉一线

帮助企业纾难解困；项目工地，一

派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大家

都在为宁陵县的产业发展、城市

建设和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出

力流汗。

“稳”字为先开门红。截至今

年 4月份，宁陵县地区生产总值

完 成 43.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2.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13.8%；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 15.0%；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同比增长25.8%；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19.8%。宁

陵县的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建设

日新月异，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

逐渐提升，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日益增强，奋力实现“十四五”开

门红。

“近年来，宁陵坚持把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做优做强实体经济作为重要任
务，围绕‘酥梨、生猪、复合肥、电子信息’
四大产业链，做好延链、补链、强链各项工
作，实现提档升级、集群发展。”宁陵县委
书记、县长马同和说，四大主导产业齐头
并进，为宁陵经济社会高质量快速发展注
入了强劲力量。

酥梨飘香漾满城。酥梨产业已经成为
宁陵县的品牌农业和标志性产业，种植面
积达 22万亩，总产量 6.5亿公斤，产值突破
10 亿元，开发出了梨汁、梨膏、梨酒、梨罐
头等精深加工产品，带动了旅游、餐饮、物
流等产业快速发展。为了促进全县酥梨生
产提档升级，增加梨农收入，宁陵县在中国
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宁陵酥梨试验站引
进圆黄、翠玉、早酥蜜等国内外 136个新品
种进行种植推广。投资 1.3 亿元在该县石
桥镇中心镇区建设万吨冷链物流园，实现
四季都有酥梨供应。投资 1.7亿元，建设宁
陵县特色农产品交易中心，实现酥梨收购、

分拣、销售一条龙服务。
养殖扩宽致富路。牧原集团是一家

大型的生猪养殖企业，自 2017 年落户宁
陵以来，已投资 30 亿元建成 24 个养殖基
地 ，年 出 栏 生 猪 达 150 万 头 ，带 动 全 县
5000 余户贫困户参与分红，帮助他们脱
贫增收；投资 5 亿元建成占地 104 亩饲料
厂，年产饲料 60 万吨，年产值 18 亿元；投
资 8 亿元建设 400 万头生猪屠宰项目，目
前，该项目已经封顶，预计今年 12 月份投
产，建成后可实现年营业额 100 亿元，实
现 税 收 1 亿 元 ，解 决 就 业 岗 位 2500 多
个。

此外，宁陵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主导
产业——化肥，被称为“中国肥都”。

目前，宁陵县已引进复合肥及链条企
业 17家，已经形成年产能近 1000万吨，年
营业额 100亿元的复合肥产业集群。下一
步，宁陵县将以史丹利化肥为龙头，补齐滚
筒高含量产品、高塔全水溶产品、矿源黄腐
酸钾、液体肥生产链；以嘉施利化肥为龙

头，补齐新型水溶肥、缓控释肥、新型有机
肥生产链；以得利丰化肥为龙头，补齐聚谷
氨酸复合肥生产链；以帝益肥业为龙头，补
齐保水松土含氨基酸硅肥生产链；以三宁
肥业为龙头，补齐金肽能系列复合肥、禾能
菌生物有机肥生产链；以菲尔特肥业为龙
头，补齐高端果业用肥生产链，全面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和科研成果转化能力，增强复
合肥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近年来，宁陵县调整招商引资方向，
全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培育新兴智慧产
业发展。”宁陵县商务局局长马学庆介绍，
为此专门建立了占地 300 亩的智慧产业
园，现在园内有金坤科技、华坤电子、亨井
电子、宁宇电子等 6家电子企业。

金坤科技是宁陵智慧产业园的“领
军”企业。笔者在车间看到，工人正在熟
练地忙碌着，他们都是宁陵县城周边乡镇
的村民。正是由于宁陵县智慧产业的飞
速发展，让昔日“东南飞”的他们，如今在
家门口轻松实现就业。

7月8日，华灯初上，宁陵县人民公园内
就聚满来此消夏纳凉、休闲娱乐的民众。“自
今年4月份人民公园建成开园后，我每天晚
饭后都领着孩子来这里遛弯。”市民汪女士
说，人民公园位于城区，面积大景色美，配套
设施齐全，跳舞的、散步的人很多，热闹非
凡。

据悉，宁陵县人民公园占地 148.46亩，
是宁陵县重点民生工程之一，是以人防、生
态、休闲、商业、娱乐等五位一体的多功能城
市生态公园。公园设计将宁陵葛天文化、民
间民俗艺术文化融入其中，体现了宁陵特色
的生态文化内涵，彰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现代生态城市发展观，营造人与自
然和谐共存的生态环境。

在城市建设中，宁陵县坚持以人为本、
生态舒缓的原则，在整体布局、建筑风格、城
市色调等各个方面，充分融入葛天文化元
素，按照“全域规划、多规合一、优化布局、生
态优先、彰显文化”编制理念，以“小而精、小
而优、小而美、小而特”为要求，加强公园绿
地、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着力体现葛天文
化底蕴。

近年来，随着迎宾公园、永乐公园、百草
园、空竹园、市民公园等景观公园的建成使
用，宁陵县形成了“300 米见绿，500 米见

园”“四季有绿、三季有花”的城市生态绿化
体系，并根据季节变化对城区绿化带进行适
时养护、补栽。目前全县建成区绿地率、绿
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分别达到了
33.1%，35.5%，11.2平方米/人。同时，完成
了黑臭水体治理工作，实现了“水清、岸绿、
景美、生态”的愿景。

“宁陵的天很蓝、水很甜，宁陵的道路越
来越宽，宁陵是旧貌换新颜，群众越过越有
幸福感……”谈及宁陵的发展变化，宁陵县
文联退休干部李汉德滔滔不绝、喜不自胜。

多年来，宁陵不断加大市政道路建设力
度，实施了珠江南路、燕山路、人民西路建设
工程，实施了长江路南延工程、泰
山路东延、黄河路南延建设项目以
及金山路、闽江路升级改造
项目，项目建成后，不仅给沿
线的学校、居民区、产业园带
来交通方便和生活便利，而

且能拉大城市框架，有效促进本地经济发
展，提升城市品位。此外，根据城市建设现
状，宁陵县积极谋划城区公厕及垃圾中转站
新建、改造建设项目，确保建一处就是一处
精品，建一处就是一处亮点。

今年 4月 18日，宁陵县举行葛天文化
城项目开工仪式，标志着宁陵县老城四湖湿
地棚户区改造项目全面启动。该项目一期
占地面积1.2平方公里，建筑面积70余万平
方米，投资规模50多亿元，由护城河环路及
水系环绕，滨河绿树成荫、合院连片，散发着

“春随千里道，河带万家城”的独特风韵。

四大主导产业 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城镇建设提质增效 让群众乐享生活

“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更坚定了我的信
仰信念信心，更明确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
民办实事办好事的初心。”宁陵县政务服务
和大数据管理局局长何为说，今后，要立足
自己的岗位职责充分发挥好“12345”政府热
线作用，为老百姓排忧解难，为宁陵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宁陵县将其
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牢牢把握主题主
线，聚焦“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围绕“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强顶层、抓基层，做实功、重实效，多
举措“出新”、巧心思“入心”，让党史学习教
育走出新思路，闪现新亮点。

“四个全覆盖”让党史学习无盲区。宁
陵县全面推行乡村大喇叭、红色电影、红色
文艺演出和红色宣讲“四个全覆盖”，用百姓
喜闻乐见的形式和通俗易懂的内容，让党史
学习教育入脑入心。该县根据基层党员和
群众的接受能力和喜好，录制了 100个经典
红色故事和 100篇经典党史学习内容，分发
给全县 364个行政村（社区），每天通过村头
大喇叭定时不定时播放红色故事、经典红
歌、党史学习内容，或通过村“两委”干部在
大喇叭上宣讲党史内容，让全县人民群众听
党史、强信念、增力量；组织 18 支放映流动
队分赴全县 14 个乡镇进行巡演，计划放映
3000余场，送红色电影到群众家门口，实现
全县乡村、社区、机关、学校、企业全覆盖，让
群众在观看红色经典电影中接受党史教育；
组织全县文艺志愿者用自编自演的红色文
艺节目，奔赴机关、乡镇、社区、企业等开展

“文艺轻骑兵”活动，寓教于乐，让党史学习
教育插上艺术翅膀；组织由 10 名政治素质
高、宣讲能力强的人员组成的“县委宣讲团”
和由 30 名各条战线优秀工作者组成的“百
姓宣讲团”深入田间地头、厂房车间、机关社
区、中小学校，采取讲座式、访谈式、情景式
等多种形式，不限地点宣传党的辉煌历程和
丰功伟绩，宣传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宣传
身边的好人好事，宣传一线勇于担当作为的
先进典型和感人故事，让红色宣讲既铺天盖
地又催人奋进。当前，宁陵县还正在开展

“小手拉大手，大手牵小手”活动，通过 7000
多名老师带头讲党史，带动 8.5 万名学生学
党史，再通过 8.5 万名学生回家后给家长讲
党史故事，将辐射带动约 20 万人共同学党
史、听党课。

用情用心用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
全县党员干部广泛开展“六征集”活动，聚焦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按照“六流程”要求，
列出项目清单、建立整改台账，逐一落实到
位。各单位各部门结合工作职责任务，立足
本职岗位，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从最
突出的问题抓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积
极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宁陵
县人民法院大力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
诉讼服务，为群众排忧解难；县工业信息化
和科技局组织 40名科技特派员深入群众家
中、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县政务服务和
大数据管理局“12345”热线为群众解决道路
清修、噪音扰民、停水断电、市政物业等 337
起民生热点问题；县民政局开展农村低保专
项整治行动，以确保对象“有进有出、应扶尽
扶、应保尽保”；县残联为全县残疾人开展技
术培训，提供就业岗位和增收渠道，解决残疾
人生产生活问题；县卫健委组织县直医院 50
多名专家开展义诊 105场次，受益群众 6100
余人，组织县直医院开展“两筛、两癌”筛查工
作，为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保驾护航……全县
各乡镇也都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进一步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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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创新创造的磅礴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