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足独特的山水资源和厚
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淇县在文旅
融合发展中坚持以文塑旅、以旅
彰文，成立县文旅集团，统筹推
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云梦
山 5A级景区创建，云梦山 5A级
景区提升规划通过省文旅厅评
审，全域旅游集散中心、“云端天
路”等项目快速推进，古灵山景
区到灵泉妙境的“彩虹油路”项
目已完工，鲍庄康养基地已基本
完工，古卫国博物馆项目主体工
程已完成。赵庄、大石岩等乡村
旅游重获“新生”，“灵泉妙境·石
光院子”获评全国甲级旅游民宿、河南省首批五
星级民宿。

该县不断拓展、丰富旅游业
态，一体化推进乡村游、生态游、
研学游、康养游，大石岩、鲍庄、凉
水泉入选河南省首批乡村康养旅
游示范村创建单位。成功举行

“2022年祖地朝歌比干公诞辰纪
念活动”，打造世界林氏后人交流
平台；戏曲文化合作社、大石岩红
色文化合作社、非遗文化合作社
建设完成并揭牌，推动了“戏曲+
文化”“非遗+旅游”等融合发展。

随着文旅融合发展加速推
进，淇县进一步提升了殷商文
化、鬼谷文化、姓氏文化等文化

影响力，正在努力形成全域共建、全域共融、全域
共享的文旅融合新格局。

文旅融合加速推进 人文魅力之城方兴未艾

云雾缭绕的云梦仙境——
云梦山景区南天门。王丙显 摄

淇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每年将财政支出的
70%以上用于民生事业，用心用
情办好民生实事。

常态化抓好疫情防控，着
力加强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
严密防范金融风险。切实加快

“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技
能培训、新增技能人才提前完
成全年目标。普惠制学前教育
加快推进，义务教育资源更加
均衡，高中教育创历史最好成
绩。持续加大医疗卫生投入，
淇县中医院门诊楼建成投用，
淇县人民医院三级医院创建加快推进，75 个村
卫生室完成恢复重建。9 个社区文化服务中心
对外开放。投资 5.6亿元的城乡一体化供水项目
开工建设。

扎实办理民生实事，23项省级、29项市级、32
项县级重点民生实事分别提前完成 11项、14项、
13项。抓牢抓实社会保障，4个街道养老服务设
施和7个社区养老服务场所建成投用。

统筹推进“三零”创建，全力以赴抓好社会稳

定，连续 9年被评为河南省平安
建设优秀县，获评“平安中国”建
设示范县。

坚持把“五星”支部创建工
作作为县、乡、村三级书记的一
号工程来抓，明确“1+10+4”专
班推进机制，明确10大类 183项
子任务，持续做好“明星党组织
书记”评选、乡村旅游星级示范
村评定等工作，努力创建“五星”
支部3个，“四星”支部14个。

当前，平安淇县成为最亮的
金字招牌，“德润朝歌”品牌更加
彰显，新风充盈、平安和谐的文

明善治之城让群众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蓝图绘就，正当扬帆破浪；重任在肩，更需

策马扬鞭。“下一步，全县上下将高举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一
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高水平建设

‘品质淇县’，争当鹤壁打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示范城市的排头兵，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淇县县长侯明森说。

民生改善有力有效 文明善治之城德润朝歌

新建成的公园“朝祖园”。
马强 摄

工业经济提档提质

在位于河南特种尼龙小镇的中维
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个个
米粒大小的尼龙 66切片，通过干燥、螺
旋挤压、熔融喷丝等工序，在 300℃高
温下通过热辊牵伸定型成尼龙 66工业
丝。作为国内唯一生产尼龙 66安全气
囊丝的民营企业，其生产的尼龙 66 超
细旦工业丝、尼龙 66工业短纤产品、尼
龙 66高强色纱等多种产品填补了国内
行业空白，其特种尼龙产品不仅用于生
产消防服、防生化服、降落伞，还出现在
浮空器、神舟飞船舱内。

近年来，淇县主动融入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
业加快布局的产业发展格局，工业投
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 61.3%，占比最
大。总投资 185 亿元“一区四园一院
校”的特种尼龙小镇入驻项目 16 个，
其中高铁轨道尼龙扣配件、安全气囊
生产线等 10 个项目竣工投产；投资
150 亿元“一体两翼”的生物科技产业
园入驻项目 7 个，其中麦芽糖、植物蛋
白、动力站 3 个项目竣工投产，主导产

业迭代升级取得明显成效。
支持 21 个项目实施“三大改造”，

与中科院天工所等 10 余家高校、科研
院所签订合作协议，培育高新技术企
业 11 家、瞪羚企业 1 家、省级“专精特
新”企业 6 家、国家级“小巨人”企业 1
家，打造省市中试基地 3 个，以创新驱
动开创了发展新局面。

坚持把“投资、消费、出口、物流”
作为“稳大盘”的重要举措，新签约尼
龙 66功能性纤维智能示范工厂等亿元
以上项目 21 个、总投资 201.6 亿元，新
落地航空食品产业园等亿元以上项目
19 个、总投资 134.9 亿元；37 个“三个
一 批 ”项 目 开 工 率 、达 效 率 均 达 到
100%，635 个灾后恢复重建和能力提
升项目开工率 100%、竣工率 88.3%。

紧盯“集链成群、活力四射的绿色
智造之城”目标，淇县的产业发展在方
兴未艾的大潮中提质增效，发展动能在
四个拉动的牵引下持续叠加，产业链、
供应链、价值链质效正在提升，经济“含
金量”“含新量”“含绿量”持续提高。

围绕“建新城、兴老城、创名城”发展
方向，淇县坚持建管并重，进一步完善城
市配套、健全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
打造品质城市、内涵城市。

北部新城建设大幕全面拉开，完成
了北部新城城市设计、城市会客厅规划
方案初稿编制，朝歌未来城谋划项目 4
类 36个，“四纵六横”道路开始施工，“一
心一轴两带三园多节点”的水系连通工
程全速推进，思德河灾后恢复重建及修
复工程承担防汛任务的部分全部完工。

同时，加快南部老城改造，下关西区

等一批“三区一村”改造工程启动实施，
朝祖园等一批公园游园对外开放，一批

“15分钟生活圈”项目建成投用。以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为统领，该县统筹推进
各项城市创建工作，提前一年被我省授
予省级森林城市称号，并入围“中国美丽
县城典范”案例。

构筑空间格局之美、塑造宜居人文
之美、厚植自然生态之美、彰显精细精
致之美的美丽宜居之城即将呈现，“古
都朝歌、魅力淇县”的城市品牌必将越
来越响亮。

8月，漫步淇县各个村庄，绿
茵遍地，鲜花盛开，“云梦北口”

“善美小洼”“石美鲍庄”“灵秀刁
公岩”“竹韵新乡屯”等一大批特
色村的别致风景映入眼帘。

该县深入贯彻乡村振兴总要
求，强产业、优环境、树新风、守底
线，全面启动乡村振兴示范村建
设，农村人居环境评比全市领先，
进入全省前20名，被确立为全省
乡村振兴示范引领县。

扛牢粮食安全重任，晚播小
麦大灾之后实现大丰收，亩均增
产6公斤，被《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宣传报道。加
快三产融合发展，鼓励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
展订单农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带动 1.9万户收
入2.09亿元；推动农产品网络销售，电商物流专业
配送中心开仓，美团优选河南电商仓已进入试运
营阶段，精心筛选“淇河三珍”、油城小米等30余款

淇县优质特色产品，通过“县长推
介”等开展直播带货，擦亮“朝歌
印象”公共品牌。

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投
入资金 1476万元，完成 162个村
庄的绿化，新增游园、花园685处，
果园789处，创建“五美庭院”示范
户 11200户。抓好乡村治理，推
动“头雁队伍”扩容提质，成功回
引 43名“头雁”，建立了 101人的
县级“银发人才库”，并择优推荐
市级“银发人才”75人。加强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开展“乡村光荣

榜”“星级文明户”评选、移风易俗等16项活动。
一批主题鲜明、风格独特的历史村庄、文化村

庄、数字村庄正在建设，淇县正在让“全域美”和
“特色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抬眼望山、驻足亲
水、推窗见绿的美好愿景正在这个生态幸福之城
变成现实。

乡村振兴示范引领 生态幸福之城姿容初现

蓄滞洪区喜获丰收。黄强 摄

城市建设如火如荼 美丽宜居之城颜值提升

如今，淇县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稳居
全市第一方阵，先后获得“平安中国”建
设示范县、河南省民营经济示范城市试
点、河南省首批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示范
县、河南省平安建设优秀县等省级以上
荣誉20余项，县级营商环境评价在全省
县（市）中取得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产业
发展、项目建设、灾后重建等工作正在高
质量统筹推进。

“对照中央、省、市部署要求，立足
淇县实际，在不久前召开的淇县县委十

四届五次全会暨县委经济工作会议上，
我们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高水平建设‘品
质淇县’，争当鹤壁打造新时代高质量
发展示范城市排头兵的奋斗目标，勾画
了‘打造集链成群、活力四射的绿色智
造之城，赏心悦目、形神皆美的美丽宜
居之城，文化厚重、古今同辉的人文魅
力之城，天蓝地绿、暖心贴心的生态幸
福之城，新风充盈、平安和谐的文明善
治之城’的美好蓝图。”该县县委书记杨
建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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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良好态势充分彰显，创新转型的内生动

力愈发强劲，魅力淇县的靓丽底色更加充盈，平安幸福

的闪耀名片享誉全国，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蔚然成风，

这是淇县交出的一份人民满意、社会瞩目、可圈可点的

高质量发展答卷。

今年以来，淇县上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锚定高质

量富美朝歌建设目标和“11135”整体布局，聚焦工业大

提质、城市大建设、文旅大发展、乡村大振兴、民生大改

善五大任务，大兴“淇县之干”，推动“淇县之变”，实现

“淇县之强”。

□陈晨 蒋晓芳 杜习忠

淇县

跨越赶超争一流“品质淇县”开新局

绿色智造之城生机勃勃

河南特种尼龙小镇工品园A区。张胜旗 摄

淇县北部新城建设初具规模淇县北部新城建设初具规模。。张胜旗张胜旗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