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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粮业强县的“唐河担当”

●● ●● ●●

□孟向东 曾倩 左力

五月花正好，首季开门红。

唐河县一季度经济运行指标振奋“出炉”：全县经济运行保持稳步回升、持续向好的态势，GDP、工业、投资、消费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超过全市水平，

其中GDP增速南阳市第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全市第二、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全市第三，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头雁效应”清晰呈现，为南阳

建设现代化省域副中心城市贡献了唐河力量。

“这五年，唐河县生产总值接续突破300亿元、400亿元大关，居全省第21位，进入第一方阵；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46.7%；招商引资工作连续

五年全市第一；粮食总产稳定在27亿斤以上，为国家粮食安全展现了‘唐河担当’……”日前，唐河县县长乔国涛在唐河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上做政府工作报告，亮眼的成绩单精彩纷呈，引得现场掌声雷动。

缘何近年来，唐河县发展步履坚实，争先领跑？

唐河县委书记贺迎一语道破：老区振兴，国家战略，提振了唐河的发展张力。近年来，作为大别山革命老区县，唐河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南阳时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围绕打造革命老区绿色发展先行

区、豫西南综合交通枢纽、省域副中心城市重要增长极、现代化中等城市“四大发展定位”，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速，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奋力冲刺全省20强。

一个富强、美丽、活力、幸福的唐河正在高质量建设中“芳华初露”。

作为全国超级产粮大县，唐河县常年农作物种植面
积500万亩以上，先后创成全国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全国
小麦绿色高产高效创建试点县、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示
范县、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

众多荣誉“加身”，唐河县是如何初心不改，扛稳粮食
安全重任的？贺迎表示，要始终沿着“农业高质量发展”
之路稳健前行。

数字农业构建兴农富农“新路子”。近年来，唐河县先
后在桐河、桐寨铺、湖阳、昝岗、城郊等乡镇建立了50万亩
小麦、玉米、花生作物“四情”（苗情、虫情、病情、墒情）监测
系统，及时收集“四情”数据信息，分析研判，科学决策，为
农作物的生产提供精准化、可视化、智能化的管理与决策，
进一步实现农业种植养殖的场景可视、生产信息采集。

“这里显示的是空气的温度、湿度、EC值等，不用去现
场，我在屋里就能实时监控麦田的情况，客户端远程监控
操作也很方便。”每天早上，唐河县桐河乡村民焦强起床后
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自己的智慧农业管理平台，通过视频
监控查看自己的麦田情况，“通过高清视频监控，远程操作
控制，全过程智慧化运行，大大减少了人工成本。”

唐河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王志刚介绍，为提升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2021年，唐河县新建高标准农田 25万
亩、新增农田防护林控制面积 37万亩，完成了虎山水库
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2011年以来，唐河县已
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137万亩，为粮食丰产丰收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剩余的113万亩耕地已全部纳入“十四五”
期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储备库。

2022年，唐河县小麦播种面积214.5万亩，达到历史
最高水平。作为全国小麦绿色高产高效创建试点县、全国
粮食增产模式攻关试点县、河南省有机小麦生产基地县，
如何实现粮食生产由数量型向数量、质量并重的方向发
展，推动粮食产业升级转型？唐河县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三大项目释放绿色有机“新活力”。
实施化肥减量增效项目。唐河推广测土配方精准施

肥，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建立测土配方施肥示范田 5
万亩，示范带动全县施用配方肥180万亩；建立农作物病
虫害智能化监测平台 5个，组建专业化植保服务组织 20
家，年统防统治面积达到 250万亩/次，统防统治覆盖率
达50%以上，有效降低了化肥、农药使用量。

实施种养绿色循环项目。唐河建立了以“市场主体
回收、专业机构处置、公共财政扶持”为主要模式的农药
废弃包装物回收和集中处置体系。构建的“粮经饲—养
殖—粪便（沼渣）—还田”生态循环发展模式，在全县整建
制推进。农业生产“循环模式”带动全县乡村生态环境及
产地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实施“品牌战略”项目。唐河按照“创特色、大品牌、
扶龙头、做产业”的思路，立足特色农产品资源优势，培育
和发展了辣椒、花生、脱毒红薯、食用菌、艾草、反季节进
京有机蔬菜等一批初具规模的特色产业；“桐健牌”牛奶
西瓜、“豫薯香”牌脱毒红薯、唐河绿米等特色产品已成为
响当当的“金字招牌”。目前该县绿色食品 8个、有机农
产品 7个，地理标志农产品 3个，“三品一标”产品认证总
面积130余万亩。农产品检测合格率达99.1%。

高端合作激发供给改革“新动能”。为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年以来，唐河县以省政府
与茅台集团达成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契机，以农业“四优
四化”为发展方向，以促进农业持续增效、农民持续增收、
调优粮食作物种植结构为目的，积极与茅台集团等名酒企
业原料供应商对接，运用政策性项目资金推动有机小麦、
红高粱等酒用原料订单生产，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已
在张店、大河屯、毕店、龙潭等乡镇建设了10余万亩优质
酿酒专用小麦生产基地（已取得有机认证），基地已与企业
签订单10万亩，年订单有机小麦5万吨，基地农户亩收益
增加200余元，10万亩生产基地可增加效益2000余万元。

据悉，近年来，唐河县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遏
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积极落实惠农补贴政
策，确保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345万亩以上，粮食总产稳
定在27亿斤以上，为国家粮食安全展现了“唐河担当”。

革命老区唐河县

宛东崛起隆高地 县域发展成高原

闲暇时，来到唐河县“一河两
岸”生态步道栈道，只见人们扶老携
幼，漫步在碧水蓝天、绿叶红花中，
行走在蜿蜒回旋的红色步道上，欢
声笑语中充满着浓浓的爱意和满满
的幸福感。

“这里俨然是一个休闲、健身、
娱乐的好去处。”市民张先生称赞
道。

唐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
书记、局长郭立林介绍，唐河县“一
河两岸”生态步道栈道贯通亮化工
程全长 8.4公里，投资 3866万元，建
设的主要内容有：栈道、栈桥、步道、
亲水平台、护坡浮雕、局部区段花
池、美化亮化等，沿线生态环境美如
画，特别是在夜晚，灯光璀璨，五光
十色，一个梦幻般的意境美不胜收。

怎样“守正出新”，高标准打造一
座有颜值、有气质、有潜质的城市？

2021年，该县制定了《唐河县城
市更新三年行动计划》，力促城市更
新换颜。采用政策性补助、专项债
券等多种方式争取上级资金，总投
资约 11.41 亿元，高位推动，强力实
施，加快了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激活了城市建设的一池春水。

民生福祉增进。完成年供水
2005万吨，新增自来水用户2100户；
建设了日供水 5.5万 m3的第三供水
厂；水质检测指标最多可达106项，供
水能力和供水安全进一步得到保障。

基础设施完善。完成新春路等
7条市政道路及雨污管网升级改造
工程，打通了新华北路等 3 条断头
路，新建、改扩建市政道路21km，新
建、改造雨水、污水、供水和强弱电
入地管道143km，打通了城市道路、
管线微循环。

城市功能增强。实施了西城水
系工程，启动了天心湖、凤栖湖工程
建设；完成寒泉公园、北泉公园、北辰
公园二期等5处重要景观绿化工程，
城区新增绿地公园面积达 6085 余
亩。城市水脉相连、水系相通和生态
修复、提质更新体系进一步完善，海
绵城市、韧性城市功能进一步增强。

历史风貌重塑。启动了解放
路、新民路历史文化街区恢复和保
护工作，命名历史建筑5处。

城市品质提升。依托该县城市
品质提升“1030”专项攻坚行动，牵
头对45个住宅小区（社区）和175条
背街小巷进行集中排查整治，打造
安全、整洁、有序小区环境，“城市家
具”得到规范管理。

提升城市发展活力离不开住房
保障。

为持续加强住房保障，唐河县
完成了澧水路东延、河西一小分校
区域等拆迁项目 10个。2021 年实
施了行政文化区等 6个棚户区改造
项目，项目投资总额、建设规模超出
全市其他县（市区）总和，城市人居
环境不断改善。谋划实施了塑料厂
家属院等 62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惠及 3005户居民，有效地改善了城
区居民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谋划
实施了文博花苑、廖源小区、行政文
化区等教师住房保障项目，用于全
县四所高中（职专）首批 1400 余套
教师住房保障，为唐河县教育振兴
保驾护航。争取到位棚改和老旧小
区改造专项债券等资金 25.97亿元，
为项目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
障，有效地缓解了县财政压力。常
花园社区、新安社区、郭庄社区等顺
利通过南阳市绿色社区创建验收。

唐河县房产服务中心主任张新
华表示，这些项目的建设，进一步提
升了城市的宜居度和承载力，提升
了城市人居环境和水生态环境，不
断推进唐河绿色可持续发展，对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区域生态恢
复起到极大促进作用，使城市形象、
城市品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五月的唐河，满眼见绿、处处有
花、路畅景美、满园芳香、生机勃勃，
一幅生态宜居的城市形象魅力彰
显。乔国涛表示，下一步，唐河县将
以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和“五城联创”
为抓手，立足新阶段，瞄准新目标，践
行新理念，融入新格局，统筹发展和
安全，奋力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
高质量发展，为谱写新时代唐河更加
出彩绚丽篇章提供有力支撑。

招商引资马不停蹄，项目落地捷报频传，建设工地如火
如荼，发展步伐铿锵有力……如今，行走在唐河大地上，这里
处处洋溢着火热的激情与干劲。

“我们产业园加班加点进行施工，配备的几个新厂房近
期就能完工，通过招引相关食品企业入驻，发挥产业融合优
势，形成产业集群链条，预计年产业将达 20亿元以上。”近
日，在唐河县中部食品科技产业园，该项目负责人林松介绍，
该园区结合本地资源优势，围绕餐饮标准化产业打造农产品
深加工、肉制品深加工、火锅底料和餐饮调料四大产品定位，
将农业种植养殖和工业深加工融合，利用产业链和配套优
势，吸引相关企业落户，形成产业集群，致力于打造具有一定
规模和影响力的餐饮标准化食品加工、贸易集散产业基地。

“中部食品科技产业园项目是我们按照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的理念，通过‘以商招商’模式在去年招引过来的，实现了
当年签写、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纳税。”唐河县招商局副
局长方震说。

据悉，“敢于创新、舍得扎本、善于让利”的招商理念，让
该县在 2021年签约项目 98个，纳入省重点项目 14个，项目
个数、年度计划投资位居南阳市第一、全年完成投资超百亿
元，创历史新高。

“唐河迎宾馆全体员工带着无限的感激，向营商环境优化提
升中心表示最真挚的感谢……”4月21日，一封来自唐河县迎宾
馆的感谢信，纸虽短，情却长，表达的是企业对营商环境工作的感
谢和肯定，倾诉的是市场主体的心事和呼声。更是该县营商环
境优化提升中心切实为企业解难题、办实事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为持续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唐河牢固树立“项目为
王、企业至上”理念，紧扭营商环境这一重点关键，大力发扬“六
心”服务精神，持续深化“放管服效”改革，严格落实“13710”工
作制度，以打造审批最少、流程最优、体制最顺、机制最活、效率
最高、服务最好的最佳营商环境为引领，创新推行“随时收集、
适时建账、定时交办、限时办结、超时默认”的“五时闭环”工作
机制，研究出台优化营商环境全域考评工作法，把制度建设“加
法”、办事流程“减法”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动能。

唐河县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中心主任常亮说，接下来，唐
河县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中心将持续围绕打造“六最”营商环
境，立足岗位职责、做好协调配合，用金牌“店小二”的“好服
务”换来广大市场主体的“心欢喜”。

在唐河，无论是身处日新月异的产业园区，还是在塔吊
林立的建设工地，或是在机器轰鸣的厂房车间，都能聆听到
项目开花、产业崛起的时代足音：

项目争取再创新高。2021 年，该县争取政策性资金
52.2亿元，债券项目到位资金 33.5亿元，PPP项目授信资金
51.9亿元，纳入省重点项目14个。

招商引资持续突破。2021年新签约项目 77个，完成年
度任务的 193%，合同引资额 134 亿元，完成年度任务的
191%。招商引资工作连续五年全市第一。

工业经济加速振兴。规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52.4%。全
县规上工业企业144家，税收超千万元企业27家，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33家，其中，南商农科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营商环境高效优化。深化“放管服效”改革，37个审批
部门完成集中入驻，326项事项实现一证通办，1249项事项
实现一天办结；土地要素保障有力，工业用地弹性出让 496
亩；成立全市首家企业服务中心，率先搭建线上服务平台“兴
企网”……2021年，在全省营商环境考核中位列县市第 27
位，获得南阳市委、市政府专项表彰。全年新增企业 1845
户，增长35.3%，市场主体达到6.7万户。

综合实力跨越增长。2021年，完成生产总值411.1亿元，
增长9.4%。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8亿元，增长13.2%。完成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3亿元，增长12%，税收占比70.3%，财
政收入质量居全市前列，总财力达到137.1亿元，净增16.8亿
元。综合绩效考评居全市前列，首次站到了领跑的位次。

贺迎表示，2022年，唐河县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提
质增速，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奋力冲刺全省20强。

美丽宜居的“唐河行动”

第一方阵的“唐河探索”

唐河县绚丽多彩的花海色带。

唐河县中部食品科技产业园。

唐河县农业农村局组织无人机进行小麦赤霉病、条
锈病防治现场。

八进六辫六连环八进六辫六连环，，三泊六停十八桥三泊六停十八桥，，国家级国家级
新型田园综合体新型田园综合体———唐河县北辰公园—唐河县北辰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