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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宽 吴会菊 周豪科

汝阳，地处豫西伏牛山区、北汝

河上游，有着“酒祖之乡”“恐龙之

乡”之称。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去年以

来，汝阳县以党建“第一责任”引领和

保障发展“第一要务”，全面推进

“13361”工作思路，即围绕洛阳南部

生态发展区定位，深入践行县域治理

“三起来”重大要求，扭住乡村振兴、

城市提质、开发区建设三项重点工

作，用好科技创新、改革开放、激励干

部担当作为三个重要抓手，发展绿色

建材、绿色矿业、新能源、特色农业、

文旅康养、白酒酿造六大产业，全面

建设宜居宜业、幸福美丽新汝阳，经

济社会发展稳中向好，管党治党成效

明显。

通过兴产业、建项目，修设施、优

环境，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移步放眼

皆翠绿”的乡村景象和“半城青山半

城水”的城市画卷全面铺开。汝阳县

获评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正逐步建成全省乃至全国知名的绿

色建材暨装配式建筑产业示范基地；

国家重点水利工程前坪水库建成蓄

水；汝阳姑娘鲍珊菊勇夺东京奥运会

自行车赛冠军；反电信诈骗经验全国

推广；承接药物临床研究实验基地等

多项国家级试点项目，建设农村健康

研究所；获得国家卫生县城、国家园

林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等一批

国字号荣誉，越来越多的“汝阳名片”

出圈河南、出彩中国。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

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

我们结合县域实际，调整优化发展思

路，抢抓产业风口，找准发展的着力

点和突破口，成立工业提速、农业提

级、文旅提档、城市提质、招商提效五

大工作专班，由县委、人大、政府、政

协四大班子负责人分包负责，做到一

个班子、一支队伍，一张蓝图、一套方

案，统筹做好产业谋划、招商引资、项

目建设等工作，以实绩论英雄，形成

‘比赶超’氛围，在‘建强副中心、形成

增长极’中奋勇争先，在重振洛阳辉

煌中贡献更多汝阳力量。”8月 15日，

汝阳县委书记赵振峰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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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定位用好抓手 建设绿色汝阳

扭住三项重点 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前不久，洛阳市召开“豫酒振兴、杜康

先行”推进会。这是继今年 4月全市白酒
产业转型升级视频会议后，再次召开推进
会，对进一步擦亮叫响杜康品牌、推动杜康
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再部署、再推进。为
尽快将杜康品牌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产
业优势、市场优势，如今以“一河、两园、一
村、一镇、一区”为主要内容、年产值超百亿
元的“杜康+”综合体建设正在加快推进之
中。

汝阳县坚持把创新落到产业上、把产
业落到“风口”上，加快构建特色鲜明的现
代产业体系。除了白酒酿造产业，该县还
对绿色建材、绿色矿业、新能源、特色农业
和文旅康养等产业，进行积极探索转型升
级，跟进配套政策，把每个产业做成优势明
显、产品附加值高的品牌产业、名牌产业，
坚定不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做强绿色建材产业，中电建、六建路
桥、筑友智造等项目建成投产，鸿路钢构二
期、中建材光伏电池封装材料等项目加快
建设；优化绿色矿业产业，实施“三大改造”
项目 8个，加快推进有色金属、水泥等传统
产业向“风口”产业转型；布局新能源产业，
有序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华能光伏
发电、中电建抽水蓄能电站等项目，全力构
建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的清洁能源体系；发
展特色农业产业，立足农产品“五大地标”
优势，大力发展现代特色高效农业和农副
产品加工业，中农北斗数字农批产业园、伊
利优然牧业、中央厨房二期等重点项目顺
利推进；激活文旅康养产业，以“全景乡村、
全域旅游”为目标，有序推进西泰山 5A景
区创建，中原龙乡艾草产业园等项目顺利
签约，云溪谷民宿建成投用，中原大虎岭自
行车赛道 9月底前全线贯通，成功举办第
三届洛阳乡村文化旅游节（季）。

为更好地推动产业发展，汝阳县紧紧
扭住乡村振兴、城市提质、开发区建设三项
重点工作，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态
势，发展质量效益不断提升。

坚定不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围绕市
乡村振兴“151”工作举措，从全县选拔 207
名优秀干部、组建 20支驻村工作队，明确

“7+3”类、40项“小切口”工作，确保乡村振
兴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创新推进乡贤返乡
创业，组建创业联盟，建立宣传推介、服务
保障、信息交流、金融支持四个平台，制定
支持乡贤返乡创业 21条措施，引导乡贤返
乡创业 6087人，领办各类实体 1747个，谋
划项目 624个、总投资 131.8 亿元，签约落
地 401个、完成投资 41亿元。鼓励乡村市
场化运营，以 86 个“达标村”、22 个“示范
村”、6个“精品村”创建为重点，挖掘乡村资
源和文化特色，植入运营理念，完善提升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杜康、布岭等 6
个市级精品村和 7 个县级精品村加快建
设，柏树窑沟、陶营上坡成为群众喜爱的网
红“打卡地”。

大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坚持以文明
创建统领城市提质，按照“东进、西改、南
扩、北控、中优”发展思路，着力打造三山环
抱、两水润城、宜居宜业的美丽小城。围绕

“两个建设、三个改造”谋划项目 71个，总
投资 151亿元，由解决贯通县城“大动脉”，
逐步延伸至“毛细血管”，由中心城区延伸
至东部拓展区、西部老城区、南北均衡区，
以“绣花”功夫抓好城市提质，围绕道路扩
容升级、公园新建改造、绿化提质提档、城
市精细管理等工程，让变化无处不在、景观
抬头可见。

加快开发区建设，持续完善开发区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引导产业项目、优
质企业和高端要素向开发区集中，提升产
业集聚强度、投资强度和亩均效益，做精做
强以绿色建材、节能环保、装备制造为主的
产业集群，做大产业升级载体平台，打造区
域经济增长极。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三化
三制”改革、国有企业改制基本完成。开发
区年产 25万吨钢结构件、60万立方米 PC
构件、900万重量箱玻璃材料，年产值超百
亿元。

党建引领
为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近日，汝阳县委组织部、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到小店镇秦洼村，与帮扶村党支
部开展“五星”党支部结对共建活动。通过共
创活动，形成“资源共享、党建共做、优势互补、
协调发展”的基层党建新格局。

党建添动力，发展有活力。汝阳县围绕实
现宜居宜业、幸福美丽新汝阳这一奋斗目标，
立足于洛阳对汝阳的发展定位，准确识变、科
学应变、主动求变，走好差异化发展路线。

强化政治引领。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
和坚定，县委常委会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扛牢党建主体责任
和第一责任人责任。

全面夯实基层党建，凝聚思想共识。坚持
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推动基层组织建设全面进
步、全面过硬。强化党员干部教育管理，分期
分批分层次对全县 2万余名党员进行全员轮
训，利用“好视通”视频会议平台培训村（社区）

“两委”干部 9000余人次。扎实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深入开展“解放思想大讨
论”，开展“全县领导干部大讲堂”“支部书记讲
党课”等活动，县、乡领导带头上党课 300 余
场。坚持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建立乡科级干部

“正负面信息库”，实现乡镇领导班子平均年龄
下降、学历提升、女干部配备率提升的“一降两
升”。

注重传递民生温度。围绕今年确定的 12
个重点领域 43项具体民生实事开展工作，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解决群众关
心的就业、教育、社保、医疗等实际问题。全力
稳就业促创业，发展更加优质均衡教育，持续
推进健康汝阳建设，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等。紧盯产业发展需要和企业用工需求，深入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评价取证，共开展各类培
训 1.31 万人次，持证 9346 人。开展“春风行
动”“万人助万企”等专场招聘会，提供就业岗
位4520个。

实干铺就高质量发展路。今年以来，汝阳
县通过实行科学精准调度，出台支持政策，新
增市场主体 1611 个、个转企 7 家、小升规 5
家。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强化项目联审
联批、观摩调度制度，今年上半年，33个省市
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40 亿元，占年度投资的
83.8%。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完善分
包联企机制，36名县级领导分包全县144家重
点企业，各乡镇和县直单位正科级领导分包新
增216家培育企业，推动政策找企、应享尽享。

汝阳县委副书记、县长姬素娟表示，下一
步，我们将聚焦建设宜居宜业、幸福美丽新汝
阳目标，躬身入局、锐意进取，务实重干、砥砺
前行，不断创造新的时代伟业，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建设宜居宜业幸福美丽新汝阳

本版图片由汝阳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汝阳举办电商直播运营培训班。

乡贤马明盼创办甜瓜小镇。

汝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揭牌。

8月初，在位于汝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
区的中电建装配式建筑绿色建材产业园生
产车间内，呈现出一派火热忙碌景象。企
业生产的装配式墩柱应用于市区兴洛湖乐
道项目，装配式导流墩产品应用于南水北
调工程。

绿色，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亮
底色。近年来，汝阳县立足于洛阳南部生
态发展区定位，大力发展以绿色建材暨装
配式建筑为引领的主导产业，大力发展特
色产业，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走差异化
高质量发展之路。

围绕这一定位，汝阳县坚持以富民为
导向、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以乡村振兴为抓
手、以城乡统筹为支撑，系统推进生态产业
化和产业生态化，更好地将生态优势转化
为发展优势，着力建设成全市生态文明引
领区、特色产业示范区、城乡融合样板区、
县域改革先导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赢。

同时，汝阳县用好科技创新、改革开放
和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三个重要抓手，坚持
创新引领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扩大开
放，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不断深化校
地合作、党盟合作，与清洛科创平台等 4家
研究机构打造科技创新平台。大力实施高
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倍增行动，制定
支持企业“五转”政策，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19家、专精特新企业5家，完成国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备案51家。

改革开放是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举措。持续深化“放管服效”改
革，2277项事项实现网上可办结率 100%。
不见面审批率 97.75%，放权赋能下放事项
301项。创新招商理念、转变招商方式、提
升招商实效，新签约招商项目39个、总投资
218.9亿元，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9个。谋
划布局总部经济，对接有意向入驻的总部经
济企业17家，力争3至5年时间打造全国最
大的“电梯安装维护技工之乡”。

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是营造干事创业氛
围的重要保障。汝阳县坚持鲜明的用人导
向，坚决摘掉“太平官”“逍遥官”“玲珑官”
帽子，提拔重用政治过硬、能力突出、实干
担当的优秀干部，不断推动广大党员干部
能力大提升、作风大转变，共同汇聚起拼搏
实干、奋勇争先的磅礴力量。

2022第三届洛阳乡村文化旅游节（季）在汝阳县开幕。

汝阳县城全景汝阳县城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