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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染大别，群山尽斑斓。

9 月 29 日，中国共产党信

阳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胜利闭

幕。大会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牢记殷殷嘱托，锚定“两个确

保”，加快老区振兴，加速绿色崛

起，为新时代实现“两个更好”绘

就了清晰的路线图。

新当选的中共信阳市委书

记王东伟表示，接过了加快老

区振兴发展的“接力棒”，也接

过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信阳

将牢记嘱托担当使命，以前瞻

三十年、发力“十四五”、立足开

局年的奋斗姿态，聚焦“两个更

好”、锚定“两个确保”，咬定“四

个奋力走在前列”，在新征程上

创造出无愧于党、无愧于老区

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丰硕业绩，

奋力书写“两个更好”出彩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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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10月 8日，记者从信
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悉：今年“十一”长假，信阳迎来客流高
峰，旅游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据统计测算，10月 1日至 7日，信阳
共接待游客 413.6 万人次，同比 2019年恢复 87.8%，实现旅游收
入23.18亿元，同比恢复56%。

为吸引更多的省内外游客到信阳，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优惠活
动和门票减免政策，各红色景区开展公祭活动等形式表达爱国之
情，新县开展的“小小讲解员进景区”活动成为假日亮丽风景，“将
军菜”“红色记忆酸辣粉”等红色文创商品成为游客返程首选，重
走长征路、感悟红色记忆、体验红军生活受到广大游客喜爱。

“逛乡村，赏民俗，尝美食，庆丰收”成为信阳国庆旅游一大特
色。商城县金刚台西河景区推出“国旗下的丰收节”，民俗街区、
万人寻宝、女寨主招亲等活动引流显著；黄柏山景区的云海奇观，
石鼓山景区的飞天魔毯、飞天威亚等深受喜爱；田铺大塆、丁李
湾、里罗城、郝堂村等乡村旅游点备受青睐，丁李湾景区单日客流
量突破8000人次，里罗城假日7天接待游客突破10万人次；大别
山露营公园、杨高山银杏科普馆、古树名木博览园等景点研学团
队随处可见，水塝院子、老家寒舍、西河恋歌、枫杨树下、村人陶
舍、桃源居等精品民宿客房预订率超95%。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子耀）10月 11日上午，2021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信阳市系列活动开幕。

今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
全靠人民”为主题，通过组织盛大开幕式，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
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6大主题活动，发动全
民广泛参与网络安全宣传，提升网络安全防护技能，全面营造全
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

近年来，信阳市扛稳压实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加强重点行
业领域网络安全统筹和管理防护，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隐患排查
处置，深入实施“争做信阳好网民”工程，团结引导广大网民文明
上网、安全用网，有力助推网络文明建设，引领网络文明新风尚，
取得良好成效和社会反响。仅今年，信阳市委网信办就监测发现
高危网站65个，全市公安机关破获网络犯罪案件千余起，涉案金
额超4亿元。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10月 13日，由中共商
城县委、商城县人民政府等联合摄制的抗战热血题材影片《中国营
长》，在影片主人公赵崇德的家乡——河南省商城县伏山乡里罗城
大别山乡学院首映。

赵崇德是伏山乡七里山村人，1929年商城起义后参加革命，
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西进川陕，1933年入党，长征中屡立战功，
由排长、指导员、营长升至团长，抗战时期任八路军129师 769团 3
营营长，后率部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炸毁敌机 24架，歼敌百余
人，自己却在撤离时为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彭德怀称赞赵崇德“忠
肝赤胆，与日月争光”。2014年，民政部公布首批抗日战争中的
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赵崇德名列其中。《中国营
长》取材赵崇德的真实故事。

去年，在多方帮助下，商城县历尽艰辛从山西省原平市刘家庄
寻回赵崇德遗骨，根据家人意愿送回家乡安葬，正规划建设赵崇德
纪念园，打造成为信阳党史学习教育基地。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晶晶 通讯员 符浩）10月 8
日晚，淮河淮滨县三号码头内，一艘建造新颖别致的 LPG新能源
画舫下水试航，古香古色的画舫，为夜淮河增添无穷魅力。

10月 9日 9时 9分，这艘“淮滨造”游船，已通过陆地运输，发
往素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之称的新疆赛里木湖。

据河南省金隆诺宝船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金琪介绍，由该公司
生产的这艘画舫，名为“蓝冰号”，系国内第一艘LPG新能源A级航
区双体画舫，船长20.4米，宽4.9米，型深1.1米，配备2台功率210匹
的发动机，总造价300多万元，于2021年5月开建，历时4个月。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晶晶 通讯员 马泽一 叶蕾）
“饭菜盛到住室，开水送到住室，衣裳也是护工洗好晒干送过来，在
这里养老，真俏巴！”10月 8日，固始县信合护理院内，年近80岁的
陈仁巨老人高兴地说。

由固始县社会福利中心创办的信合护理院，是一所公办民营社会
养老福利机构，设有养老院和护理院，就近为老人提供日常医疗服务。

统计显示，截至 2021 年 6月，固始县 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
26.9万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15.1%，呈现出基数大、增速快、寿龄
高、空巢多等特点。

针对乡村老人“如何养老”这一普遍性社会问题，固始县积极
倡导现代养老理念，大力推进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目前，固始已
建养老服务机构110家，养老床位8098张，服务设施面积154784
平方米，其中公办养老机构 55家，民办养老机构 24家，社区养老
中心、社区日间照料中心31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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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老区振兴 加速绿色崛起

信阳绘就奋进“两个更好”路线图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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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明确，信阳将坚持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
主攻方向，紧紧围绕“1+1”产业布局，统筹做好存
量、增量、变量“三篇文章”，一体推进传统产业改造
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谋篇布局，实施
产业振兴十大工程，为加快老区振兴、加速绿色崛
起筑牢产业支撑。

工业三年倍增工程。培育壮大电子信息、装备
制造、绿色建筑、纺织服装等优势产业，力争到
2023年，全市工业主营业务收入较2020年实现倍
增、达到 5000亿元，主导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翻两
番、突破 3600亿元、占全部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
70%以上。

“两茶一菜”四化工程。推动茶叶、油茶、信阳
菜品牌化、标准化、基地化、数字化发展，构建完整
产业链，形成拳头产品和优势产业，助推绿色食品
产业集群向千亿级迈进，建设“食尚信阳”。

中药材保护开发利用工程。加强对颠茄草、猫
爪草、息半夏、商桔梗、苍术等特优品种的保护、开
发与利用，搭建高水平产学研合作平台，建设一批
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培育一批创新力强、规模大的
中药企业，创响一批中药知名品牌，打造豫南百亿
级中药产业集群。

现代服务业扩容提质工程。以电子商务、金融
服务、会展服务、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等为重点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建设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区
域性电商物流中心，优化金融发展环境，建设运营

“两山银行”；以文旅文创、康养休闲、研学旅行、精
品民宿等为重点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开展国家级康
养示范基地试点，加快建设全国著名的红色旅游目
的地、大别山北麓全域旅游示范区和中部地区短期
休闲度假目的地。

品牌塑造工程。聚焦信阳农品、信阳制造、信
阳文旅，实施农业生产“三品一标”和区域公用品牌
创建提升行动，支持开发区争创全国知名品牌创建
示范区，支持企业争创驰名商标和知名品牌，形成
三次产业品牌协同共进的良好局面。

开发区提质增效工程。围绕“一县一省级开发
区”，以创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现代服务业
开发区、现代农业开发区为引领，推动市管管理区、
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创新驱动、突出绿色低
碳、加大要素投入、做强主导产业，实现亩均投资强
度与税收双提升、双突破。

产业数字化转型工程。建设一批具有行业先
进水平的智能车间和工厂，培育建设优势产业集群
工业互联网平台。聚焦计算终端、物联网、信息安
全等核心产业，大力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
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培优
壮大数字经济，加快建设数字信阳。

企业上市培育孵化工程。完善“微成长、小升
高、高变强”梯次培育机制，持续推进“小升规、规改
股、股上市”，力争到2025年，新增主板上市公司2
家以上，科创板或创业板上市公司3家以上。

职业技能提升工程。加快“人人持证、技能信
阳”建设，做强实训基地、技师学院、示范专业，推动
技能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培养更多高技
能人才和“中原名匠”。到 2025年，全市技能人才
达从业人员总量的 30%以上，高技能人才达技能
人才总量的 30%以上，技能劳动者力争实现全部
持证就业。

信商回归升级工程。创新开展“双招双引”，建
立“信商之家”企业服务平台，绘制主导产业链上信
商地图，重点招引产业链头部企业、价值链高端企
业、供应链枢纽企业，加快资本、人才、项目、科技全
方位回归，推动招商引资实现新突破。

多彩田园添光彩多彩田园添光彩。。88 李代龙李代龙 摄摄

信阳新能源装备基地雏形初现。8 刘宏冰 摄

信阳明天更美好。8 刘平 摄

今秋，光山县罗陈乡张楼村青龙河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种植经营方式，向当地村民免费传授香菇种植技术，
带领村民发展香菇产业。8 谢万柏 摄

2019年金秋，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河南深入信阳考察调研，嘱托“要把革
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
更好生活”。领袖嘱托为信阳发展指
明了前进方向、擘画了美好蓝图、注入
了强大动力、提供了根本遵循。信阳
要做的，就是牢记嘱托、奋发进取，坚
定不移扛起新时代实现“两个更好”的
历史使命。

正处于重大机遇叠加期、跨越赶
超关键期、绿色崛起黄金期、深化改革
突破期的老区信阳，力争开局新气象、
两年见成效、三年大变化、五年大跨
越，到2025年，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各
项事业蓬勃发展，在高质量建设现代
化信阳、高水平实现现代化信阳上迈
出更大步伐。

在实现“两个更好”上奋力走在前
列：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1个百分点以上，到2025年经济
总量迈过 4000亿元，人均 GDP达到
6.4 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3.2 万元。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接近
60%，中心城区常住人口突破150万，
建设豫南中心城市和鄂豫皖省际区域
中心城市。

在加快绿色发展上奋力走在前
列：产业、能源、运输、用地等结构明显
优化，绿色产业比重显著提升，绿色生
产生活方式初步形成，绿色低碳转型
步伐加快。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
耗降低 14.5%，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
生态安全屏障地位更加巩固，践行生
态文明的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重
大进展。

在推动乡村振兴上奋力走在前
列：“五个振兴”协同推进，脱贫攻坚成
果巩固拓展，新时期粮食生产核心区
建设成效显著，一二三产业融合加速
推进，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基本形成，乡
村建设水平明显提高，农村生活设施
便利化初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更加健全，乡村经济活力和发展
后劲明显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等位于全省前列。

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奋力走在前
列：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城乡
差距逐步缩小，分配结构明显改善。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全民受
教育程度不断提升。人均预期寿命超
过 78岁，基本实现幼有善育、学有优
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
有宜居、弱有众扶。

“中部地区崛起必须是绿色崛起”，习
近平总书记这一重大要求，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信阳、实现绿色崛起提供了
科学指南。

今年 9月 7日，省委工作会提出锚定
“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其中第八大
战略明确强调要实施绿色低碳转型战略。

信阳生态资源富集，“绿电”充沛，碳汇
充裕，在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大背景下，加
快老区振兴、加速绿色崛起得天独厚、正当
其时。

信阳明确提出，要以“双碳”目标为引
领，放大生态优势，走好绿色崛起之路，实
现直道冲刺、弯道超车、换道领跑，争当区
域绿色低碳转型的先行者，勇当全省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领跑者，当好中部生态安全
屏障的守护者，打牢加快老区振兴、加速绿
色崛起的鲜明底色。

协同发展上天梯绿色建筑、信阳高
新区智能制造、羊山新区智能家居家装，
构建未来人居全产业链。推进“公转铁、
公转水”，探索多式联运“一单制”，打造
绿色物流。因地制宜推动“风光水氢储”
等多能互补发展，大幅提高新能源汽车
应用比例，高标准建设静脉产业园，积极
推进生物质发电。申建国家绿色金融改
革创新试验区，争取开展淮河流域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一体打造区域
性生态产品交易中心和绿色金融中心。
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吸引更多社会资本
投资绿色产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有机融合河湖长制、林长制、
网络化田长制、山长制，守牢自然生态安
全边界，加快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市，将成为信阳今后 5 年重点努力的
方向。

10月 8日，信阳市市长蔡松涛在全省
第二期“三个一批”活动信阳分会场坦言，

“十四五”开局之年，信阳将始终坚持以新
发展理念为引领，强化“项目为王”鲜明导
向，按照市六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躬身入
局、狠抓落实，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支撑高质
量发展，在加快老区振兴上奋勇争先，在加
速绿色崛起上更加出彩，为新时代实现“两
个更好”而努力奋斗。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