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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布局 重点发力

宝丰：“四强县”建设推动县域经济“成高原”
□薛迎辉 石少华 何素憬

近日，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

发布“2021赛迪中部百强县名单”，宝丰

县再次上榜并位居第76位，较去年上升

12个位次。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和汛情带来的

不利影响，该县经济发展持续向好，再度

实现逆势上扬：前三季度，全县生产总值

完成 257.5 亿元，增长 10%。1-10月，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5.9亿元，增长

16.7%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19.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8%；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69.5 亿元，增长

12.5%。

这份亮眼成绩单，是宝丰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最好的证明。那么，是什么

激发出如此澎湃的发展动力？

“近年来，我们创新思路、积极探索，

围绕建设工业强、物流强、文旅强、乡村

强的‘四强县’目标，以迈入全国‘一百

强’为奋斗方向，突出重点，务实重进，不

断推动县域经济社会进一步高质量发

展。”宝丰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代强说。

“工业强县”

构建现代工业产业体系

12月 8日，走进位于宝丰县城南部、荣
获国家文物局年度主题展览推介项目的中
原解放纪念馆展厅，厚重的历史感和自豪
感扑面而来，而不远处火车的长鸣，又将人
们的思绪拉回到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

宝丰县作为中原城市群规划建设的平
顶山市新区核心区，铁路、公路交通发达，
被纳入河南省区域物流枢纽布局；文化资
源厚重，拥有中国曲艺、魔术、观音文化、汝
瓷之都等10多张特色文化名片。

如何将交通和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
业优势？宝丰县的答案是，以物流强县和
文旅强县专班为抓手，加快构建现代物流
产业体系和文旅产业融合体系，进一步加
快产业转型步伐，积极推动多业融合发展。

为此，该县不仅出台了《宝丰县现代物
流业扶持奖励办法》，而且还编制《宝丰县
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2020—2025 年）》，
多措并举营造物流业良好发展环境。目
前，该县物流企业达到 143家，平西铁路项
目已纳入河南省重点建设项目，公铁联运
智慧物流港建设项目已纳入财政部 PPP项
目库。前三季度，该县物流业增加值占全
县生产总值比重为 6.24%，同比提高 1.53
个百分点，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17
亿元。

物流行业的异军突起，还带动了电商
直播等新兴行业的悄然兴起。

“今天给各位钓友带来的这款鱼竿，整
体涂装高端大气上档次……”12月 10日，
在宝丰县张八桥渔具返乡创业示范园的直
播基地内，一位主播正面向全国钓友推荐
产品。

短短一年，渔具产业“从无到有”，如今
已发展电商企业 120 余家，直播带货主播
近 200人，主销产品 100多个，培育本土品
牌 18个，授权销售品牌 80多个，实现了渔
具的本土化生产加工，带动就业 1万多人，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渔具电商产业链。这堪
称是宝丰县“无中生有”培育产业的一个
典范。

文旅强县方面，该县则围绕“红色、汝
瓷、曲艺、魔术”推进全域旅游。据统计，前
三季度文旅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全县生产
总值的5.7%，同比增长1.2个百分点。说唱
文化（宝丰）生态保护试验区入选黄河主题
国家级旅游线路，清凉寺汝窑文化展示园
项目申报纳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保护规划
重点项目，宝丰魔术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
遗项目，宝丰县再获“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称号，被命名为第一批河南省文化旅游
消费示范试点县。

“物流、文旅”转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

“艾草耐旱、防虫，易于管理，适合在大营
镇上李庄、边庄村等浅山区种植，每亩年收入
2000元以上，比传统农作物高近 3倍。”12月
13日，宝丰县康乐农牧负责人黄艳荣说起艾草
种植如数家珍。

据介绍，该公司采用“公司+农户+基地种
植”的运营模式，种植艾草 650 亩，带动周边
市、县种植艾草3000余亩。产品有艾绒、艾绒
被（枕）、艾草皂、足浴包等 30余种，年销售额
2000多万元，实现了经济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立足本地实际条件，培育扶持农村经济新
的增长点和优质特色产业，这样的例子在宝丰
县比比皆是。

乡村兴则国家兴。宝丰在扛稳粮食安全
重任的前提下，将发展农特产品作为“乡村强
县”的有力抓手，以“立足实际、培育特色、促民
增收”为出发点，结合“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本
地实际，注重引进技术和人才，着力培育乡村
振兴新的“三产”结合增长点，拉长产业链，提
升价值链，为“乡村强县”建设注入源头活水。

——李庄乡充分发挥翟集醋传统生产
技术优势，扶持大小酿醋企业、作坊 156 家，

形成产、销配套产业链，米醋年
产 量 达 到 5500 吨 ，年 产 值
6500 万元；

——位于周庄镇的
宝丰县珍稀菌产业园已
完成投资 7320 万元，
建成智慧大棚、方舱
30 座，普通大棚 220
座，吸纳 800 余人就
业；全县食用菌大棚达
到1000余座；

——优然牧业万头
奶牛示范农场建成投产，
全县奶牛存栏 1.5 万头，日
产鲜奶300余吨，全省领先；

——30万吨全国绿色食品原
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创建工作顺利通过验收，
宝丰羊肚菌、大球盖菇、花生和菜籽油等 4个
农产品进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如今，行走在宝丰大地，处处洋溢着蓬勃
的发展气息。2021年，该县投资 17.8亿元，实
施“乡村强县”重点项目 25个；村集体收入 10

万元以上的村子 76个，占比 23.7%，
其中村集体收入在 100 万元以

上的村子 3 个，清凉寺村被
命名为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特色产业亿元村。
宝丰县也先后被确定为
全省“三位一体”综合合
作试点县，全国绿色种
养循环农业试点县、秸
秆综合利用试点县。

郡县治，天下安。“走
上新的赶考路，我们将持

续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
工业强县、物流强县、文旅强

县、乡村强县建设为抓手，以迈
入全国‘一百强’为目标，奋勇争先，

倾力构建宝丰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坚定
推动宝丰高质量转型发展。”宝丰县委书记许
红兵说。

图为 在宝丰县周庄镇马川移民新村“智
慧方舱”，工作人员在管理菌包

“乡村强县”做大富民兴县特色产业

工人在位于宝丰县张八桥镇的圣诺
陶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作业

在宝丰县康乐农牧产业基地，工作人员在检查
艾枕质量

宝丰县龙兴湖公园景色宝丰县龙兴湖公园景色

“企业的良好发展离不开政府的优质服务，不仅为
我们提供政策、平台、培训，还引导我们走专业化、精细
化、特色化、新颖化道路，促进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
升。”12月 8日，宝丰县铁福来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
深有感触地说。

正是得益于宝丰“保姆式”的精准服务，这家从事煤矿
防突钻探机械设备研发、生产、营销的科技型企业，得到了
跨越式发展。2020年，铁福来公司作为平顶山市唯一一家
获得认定的企业，入围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

工业强则县域强。作为全省十大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综合评价试点县、省第一批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
融合试点县、省定“优化开发县”、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
区，宝丰县立足雄厚工业基础，始终将工业强县作为强
县富民的重要支撑，坚持做大做强不锈钢主导产业，培
育壮大高纯碳材料、超纯金属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带动
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明确重点，规划先行。该县邀请河南省经济战略学
会编制宝丰县2020—2025工业发展规划，出台了《宝丰
县工业强县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思路和方向。
定期召开工业经济运行分析调度会，对全县工业企业生
产经营和经济运行状况进行监测、研判，查找问题并及时
加以解决。抓好工业企业入库工作，建立“拟入库工业企
业培育库”，提前筛选、源头培育，增加工业经济后劲。

目前，像铁福来这样的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
企业，宝丰县已有两家。该县还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4家，省十大装备制造企业、省级效能领跑者企业、省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各1家，工业经济
占经济总量比重为 49.9%，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的比重达到72.2%，全县规上工业企业达到115家。

项目为王，延链补链。宝丰县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
念，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企业落户，助

力做大做强。特别是今年以来，不锈钢、新型碳材
料产业链进一步完善，新型煤化工产业链进一

步延伸。
该县还实施深化新型煤化工、建材、健

康食品等传统产业“三大改造”项目 50
个，年内完成投资35.5亿元。通过链长
制专班新招链上企业7个，吸引投资额
8.6亿元，新成立行业协会3个。

与河北新金控股集团达成投资70
亿元的 200万吨不锈钢冶炼、热轧、冷
轧、酸洗一体化项目合作框架协议，解决
了不锈钢产业发展的制约瓶颈；规划建设

高纯碳材料产业园，为全县20余家碳材料制
品加工企业集聚发展提供便利，高纯碳材料产

业产能已达到4.5万吨，占全国市场的六成以上。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铁福来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在宝丰县大营镇一家汝瓷作坊，汝瓷艺人王国
奇在装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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