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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把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这场“马拉松”跑得好、跑出彩？既

要一张蓝图绘到底，又要重整行装再

出发。

确保高质量建设现代化河南，确

保高水平实现现代化河南，谱写新时

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上

个月月初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这样

擘画“路线图”。

再造发展优势，奋力谱写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焦作新篇章——9

月29日闭幕的焦作市第十二次党代

会，吹响拼搏奋进“集结号”。

规划建设武陟公铁联运物流港

等项目，建设百里黄河生态文化旅游

带，加快推进嘉应观治黄兴水博物馆

等地标建设，重点推进白鹿仓黄河歌

谣国际康养旅游度假区等项目……

焦作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上的诸多武

陟元素，为武陟高质量发展按下“快

进键”蓄能增势。

奋力推动“两城三县一枢纽”建

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县

而努力奋斗。从郑州大都市区新兴

增长中心，上升为郑州都市圈特别合

作区的武陟县，在刚刚结束不久的武

陟县第十三次党代会上明确了下一

个五年的“任务书”。

道固远，笃行可至；事虽巨，坚为

必成。

“省党代会报告，擘画了中原更加

出彩的新蓝图，提出要加快焦作与郑

州融合发展。武陟作为郑焦融合的桥

头堡，正在飞速成长为郑州都市圈新

兴增长中心。过去五年，我们创造了

人民满意、可以载入武陟发展史册的

业绩。未来五年，我们将自觉站位发

展大局，主动躬身入局、履责于行，强

化答卷意识，把结果导向树得更牢，把

出彩使命扛得更稳，干字当头、实字托

底，在现代化建设上当先锋、立新功。”

武陟县委书记秦迎军说。

□姚广强 周武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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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陟县成功举办了 2021年中国
农民丰收节河南省主会场活动

武陟县智能硬件产业园

武陟县人民医院

武陟：奋力推进“两城三县一枢纽”建设开新局

10 月 15 日，武陟产业新城 2021
年秋季集中签约仪式举行，共签约项
目 11个，总投资达 26.1 亿元。9个工
业项目均是技术水平行业领先、企业
成长性强、市场占有率高、未来增长潜
力大的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高
新技术企业。

正加速推动郑焦深度融合的武陟
产业新城，是武陟县抢抓中部地区高
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郑州都市圈和洛阳都市圈建
设等重大战略机遇跨越式发展的缩
影。

过去五年，武陟县委提出了“建设
郑焦一体化首位节点城市”奋斗目标，
确立了“一体两翼、双跨融合”战略格
局，明确了“中原智造、北岸水乡”城市
定位，部署了“抓好四件大事、办好四
大民生、营造四优环境”重点任务，确
定了“两城三县一枢纽”的“十四五”发
展总抓手，形成了武陟高质量发展的

“四梁八柱”，圆满完成了县第十二次
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顺利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开启了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县新征程。

时间从不辜负前行者、拼搏者。
五年砥砺奋进，五年硕果累累——

成就一：
项目带动，综合实力快速跃升

实施千万元以上项目798个，总投
资1109亿元，完成投资698亿元，投资
规模、项目数量、完成投资额分别比“十
二五”时期增长 10.6%、27.2%和 42%。
一个个数字印证了武陟县把大抓项目
作为主抓手，以重大项目支撑带动高质
量发展的坚定选择。

成就二：
三产融合，产业支撑更加有力

工业更强，农业更优，三产更活。
论工业，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56家、省级以上创新平台48个，均居焦
作市首位；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两大主
导产业，年销售收入突破 300亿元。

看农业，武陟县成功创建肉鸭省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怀药产业化集群
和鹌鹑现代农业产业园，现代农业建
设风生水起。今年 9月份，2021年中
国农民丰收节河南省主会场在这里成
功举办。

看第三产业，建成 44公里的王园
线生态文化廊道，引进白鹿仓黄河歌
谣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打造万花庄、
御坝村乡村旅游示范村和百姓梨园等
节点游园115个。

成就三：
一体推进，城乡发展阔步前行

武陟县坚持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
来，聚焦“精致城市、品质武陟”目标，
统筹推进城市提质和乡村振兴。

中心城区全面提质，实施总投资

185.7 亿元 17大类 142个百城提质工
程，改造提质47个老旧小区，改造提升
30余条城区主要道路；产业新城崛地
而起，创新引入战略投资，以产兴城、
城乡一体的城市建设新模式，累计完
成各类投资 138亿元，一座产城融合、
精致品质的生态、魅力、幸福新城正在
黄河北岸强势崛起。在“新老互动、以
城带乡、城乡融合”模式引领下，城区
面积扩大到 50平方公里，城镇化率由
38.6%提高到 48.3%，连续三年增幅位
居全省县域第一，顺利通过国家卫生
县城、国家园林县城复审，成功创建省
级文明城市，成为全市唯一的全国文
明城市提名城市。

成就四：
深化改革，发展活力竞相迸发

全市率先启动村级“三变”改革，
全省率先开展镇级“三变”改革，强力
开展“三清”整治，彻底消灭集体经济

“空白村”；积极开展农村建设用地拆
旧复垦 2434亩，全省首宗农村建设用
地复垦结余指标交易、全市首宗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在武陟
完成；产业集聚区深化“管委会+公司”
改革，盘活存量低效用地 700余亩，被
国务院评为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成效较
好县；全面推进“一网通办”前提下的

“最多跑一次”改革，全市营商环境评
价荣获第一名。

成就五：
人民至上，民生福祉持续改善

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较“十二五”末分别增加 9049
元、6635元；建成投用县人民医院、精
神卫生医院，新中医院即将投用……
在武陟县，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安
全感不断加分。创新推行“两定制兜
底线”“五养八延伸”“慈善+扶贫”等工
作机制，10698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35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序列，阔步
迈进小康社会。

建成仰韶小学、北贾小学和6所公
办幼儿园，新增学位 1.2 万个，“入学
难”“大班额”现象得到有效缓解。

在全省率先建立县乡村三级医养
服务体系，“众筹养老”模式被评为全
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

成就六：
创新方式，基层党建全面加强

从实施“六大工程”补齐硬件短
板，到高标准打造党建综合体增强党
支部凝聚力，再到推行党建引领农村
（社区）“五创三治”工作体系提升治理
能力，基层基础建设环环相扣，党建
引领作用、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大
事、要事、难事面前党员干部始终冲
锋在前，急难险重一线党旗始终高高
飘扬。

武 陟 名 片

◆国家卫生县城

◆国家园林县城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国务院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成效较好县

◆产业集聚区被评为国家级绿色园区

◆“众筹养老”模式被评为全国农村公共服务

典型案例

◆中国黄河文化之乡

◆蝉联四届中华慈善奖

◆省级文明城市

◆产业集聚区高质量发展指数排名全省第

11位

◆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全省平安建设优秀县”六连冠

◆省“红旗渠精神杯”五连冠

◆全省农产品电商十强县

黄河交通学院黄河交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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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远才觉天地阔，实干方能破浪行。
武陟县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要

在全国及省市“坐标系”中绘就幸福武
陟建设蓝图，为建成“两城三县一枢
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县开
好局、起好步。

今后五年发展定位：

主动融入国家和省市重大战略布
局，建设“两城三县一枢纽”（“两城”，
即郑州都市圈新兴增长中心城市、全
国文明城市；“三县”，即践行县域治
理“三起来”示范县、郑州都市圈先进
制造业强县、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县；

“一枢纽”，即国家交通干线物流枢
纽）。

今后五年总体布局：

构建“一体两翼、双跨融合”空间
布局、“一园两区、多点支撑”产业布
局、“两河四渠一网”生态布局。

以中心城区为主体，以东部产业
组团和西部产业组团为两翼，跨黄河
与郑州同城化融合发展，跨沁河实现
城乡融合。

以产业集聚区西区、东区两个园
区为重点，争创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
协调推进先进制造业园区、陶封工业
园、城北工业区、高铁商务中心等重点
发展板块。

以黄河、沁河为主轴，建设人民胜
利渠、共产主义渠、小浪底和西霞院输
水及配套灌区生态带，打造覆盖城乡
的生态绿网、畅活水网。

今后五年发展目标：

经济发展保持中高速增长。生产
总值年均增长 8%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增幅实现两位数增长，争当全省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水平。工业
和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不低于
83%，制造业主导地位显著增强，服务
业支撑地位更加凸显，农业基础更加
稳固。

创新驱动能力明显提升。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达到 100 家，国家和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达到 100
家，加快形成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
企业集群。

改革开放力度明显提升。争创国
家级经开区，申建保税仓库，吸引县外
资金总额年均增长 10%以上，成为郑
州都市圈投资洼地和服务高地。

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提升。推动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主要污染物排放总
量不断减少，资源能源利用更加高效，
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

“质变”。
民生保障水平明显提升。城镇调

查失业率控制在 4.5%以内，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7%以上，基本实
现学有优教、病有良医、老有所养、住
有安居。

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
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践行，成
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社会治理效能明显提升。党建引
领的农村（社区）“五创三治”工作体系
日趋完善，法治政府建设深入推进，风
险防范化解能力、突发公共事件应急
能力显著增强。

咬定目标、勇往直前，走好新时代
的长征路，武陟必将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县，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本版图片均由武陟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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