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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绿”，是嵩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这片“绿”，是践

行“两山”理论和推进绿色发展后肉眼可见的高颜值生态变化，铺陈在嵩县

大地的山水之间、草木之上，打造出一块宜业宜居的生态福地，让产业兴、农

民富、县域美照进现实。

□郭歌 罗孝民 赵明辰

只此青绿
美丽资源促进产业发展

基于对生态价值的深刻认识，嵩县一直
把“生态立县”作为首要发展目标，坚持国家
秦巴片区的生态功能区、河南省的西部生态
区、洛阳市南部生态涵养区的发展定位，聚焦
生态资源转化美丽经济，提速构建“一点多
廊，三环叠翠”的生态格局。

万亩桑蚕产业园、万亩丹参基地、万亩
大葱基地……嵩县依托独特的生态和资源
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林、药、烟、牧、菌、桑蚕”
六大特色产业，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开展产
业链上建组织、聚党员、育人才、富农民的

“一链四带”专项行动，以村为单位，打造“党
组织+合作社+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
式，坚持“一乡一业、一村一品”，高标准打造
桑蚕养殖、食用菌种植、中药材种植等特色
产业基地；成功创建大坪油菜花海等一批乡
村旅游点，通过生态廊道建设，让生态路成
为产业路、旅游路、景观路、富民路，拓宽群
众致富渠道。

以生态廊道建设为突破口，嵩汝路“十步
一景，四季常绿”成为现实；九皋镇皂角种植
示范带——九石路成为一条集乡村旅游、产
业发展于一体的“致富路”。截至目前，九皋
镇皂角种植面积达3.3万亩，带动饭坡、田湖、
陆浑等8个乡镇和汝阳、伊川等县区3.1万户
种植皂角近 30 万亩，全镇皂角刺年产值达
47000万元，年产销量占全国的75%以上，成
为全国最大的皂角刺集散基地。

景景相连
文旅融合迸发激情活力

“这地方山清水秀、气候适宜，晚上睡觉都
不用吹空调哩！”在车村镇黄水村“豫湘苑”民
宿的门口，80岁的王新生正坐在核桃树下乘
凉，老爷子是河南许昌人，来黄水村度夏已经
是第三个年头了，烈日炎炎，嵩县南部山区古
木参天、绿树成荫，带给人们一丝清爽。

嵩县全境深山区占 95％，是名副其实的
山区大县，但久居深山也给人们的思想套上
了重重的枷锁。近年来，嵩县不断解放思想、
探索发展，利用生态资源的优势和潜力，打破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固化模式，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

依托伏牛山丰富的森林资源，嵩县围绕
白云山、白云小镇核心景区，打造白云山康养
度假区；围绕龙王（木札岭）全国森林康养基
地试点建设单位，融合龙王红色文化、餐饮资
源以及木札岭森林小镇优势配套设施，建设
木札岭森林康养度假区；依托陆浑湖独特资
源，串联两程故里、陆浑故城等景区，融入民
宿等新业态，建设环陆浑湖康养度假区，擦亮

“伏牛山水”大品牌；积极与德懋堂、有家民宿

等知名民宿品牌洽谈对接，引入高端民宿，
提升服务水平；引进金盏花公司等大型企
业，在顶宝石、龙王等村落进行乡愁等主题
民宿建设；以“老屋认领、发展民宿”活动为
契机，在黄水、树仁、铜河等 14个村新建、改
建民宿 50 余家，拥有房间 900 余间，床位
1000 余张，可接待游客 3000 余人，形成车
村镇镇域内东中西片区协调、高中低档配套
的民宿康养集群。

品味乡愁
乡村振兴描绘崭新画卷

“我们以万亩桑园为依托，进一步打造以
蚕桑为 IP的研学营地，发展乡村特色游，通过
桑果采摘、桑芽菜采摘、丝绸DIY等沉浸式体
验，让城里人爱上桑梓地。”在嵩县阡陌桑田农
旅融合项目推介会上，乡贤楚小莉信心满怀地
说。

2019年 4月，楚小莉应邀回乡创业，在嵩
县县委、县政府的引导鼓励下发展桑蚕产业，
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带领
36个种植大户，27个合作社和11个相关企业
共同发展蚕桑产业，辐射带动全县 7个乡镇
1345户群众，种植面积达2万亩，亩产收益达
4000元，已成为河南蚕桑种植第一大户。

经济发展靠政策更要靠人才。自乡贤返
乡创业工作开展以来，嵩县以乡情乡愁为纽
带，开辟乡贤回归“绿色通道”，建立起乡贤返
乡创业工作机制，明确产业扶持、乡村旅游等
11个方面55条具体政策，公开34个服务单位
政策咨询电话，方便乡贤联络对接；编印赠送
《嵩县乡贤返乡创业服务手册》2000本，涵盖
县级支持政策、乡镇优势资源、行业部门优势
等300余个投资项目，为乡贤投资兴业提供参
考；举办乡贤座谈会、乡贤文化节等多次活动，
成功对接各界乡贤人士618人，掀起新一轮的
乡贤联络高潮；建立“一人一策”跟踪服务台
账，提供“一对一”服务，让乡贤成为助力家乡
发展的“领头雁”“招商员”和“宣传员”，加快高
质量发展。

截至目前，嵩县围绕市委乡村振兴“151”
工作举措，成功建立乡贤信息库3335人；引入
河南华若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河南建业农
业新生活等25家乡村运营商，打造出车村镇
天桥沟村、黄庄乡三合村等8个乡村运营示范
村，举办2022年乡村运营人才培训班，全面提
升学员理论素质和实操水平；行政服务大厅、
洛阳中医药学校、两程故里中心文化广场等建
设聚焦行政服务、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功能，增
强集镇综合服务能力；新谋划包装涉及特色种
养、文旅文创、精品民宿、电商物流、医药康养
等领域重点项目 123个；新增返乡 563人，领
办各类经济实体2116个，成功签约落地重点
项目160个，完成投资11.2亿元，带动就业9.2
万人。

本栏图片由嵩县县委宣传部提供

产业兴、农民富、县域美

“生态绿”助推嵩县
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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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5日，洛阳市召开“非凡十

年 出彩洛阳”环都市区专场新闻发

布会。

会上，伊川县郑重交出一份靓丽

的“成绩单”：全县生产总值从 2012

年 的 276 亿元增长到 2021 年 的

455亿元，稳居全市第一方阵；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均实现翻番，教育、医疗、

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支出连年增长，

城镇化率提高 17个百分点，与全国

人民一道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出了重

大步伐……

伊川县委书记仝宇鹏表示，党的

十八大以来的十年，也是伊川经济社

会发展和改革创新取得重大成就的

十年。十年砥砺奋进，十年春华秋

实。在新发展征程上，伊川将在党中

央和省委、市委坚强领导下，锚定千

亿级经济总量奋斗目标，踔厉奋发、

笃行不怠，奋力绘就新时代中原更加

出彩的伊川画卷，以优异的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李宗宽 葛高远

产业发展加快转型
新型城镇化扎实推进

伊川县的中钢洛耐先进耐火材料产业园
希利科新材料项目一期从开工到达产仅用 1
年时间，实现了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收
效，更成为洛阳实施“退城入园”、推动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的生动例证。如今，在北京利尔、
中钢洛耐等创新龙头企业的整合带动下，伊川
县耐火材料产业的含“金”量、含“新”量、含

“绿”量成色更足。
近年来，伊川县围绕新材料、富硒功能农

业、现代物流、近郊生态文旅四大主导产业持
续发力，产业发展加快转型，提质增效加快推
进。工业经济突出转型升级，以伊电集团为依
托，铝工业加快延链补链强链，年产值达到
270亿元；相继引进北京利尔、中钢洛耐、安耐
克等龙头企业，奋力打造世界一流耐材产业集
群；加快培育超硬材料、光电信息、智能制造等
风口产业，工业经济呈现多点开花、蓬勃发展
的良好局面。该县坚持创新引领，高标准建设
占地 2.2平方公里的科创小镇，成功获批河南
省高温材料产业研究院和中试基地，伊电集团
与郑州大学共建铝产业创新研究院，广泛开展
规上工业企业“四有”活动，累计组建市级以上
创新平台218个。农业产业突出富硒特色，围
绕富硒红薯、富硒小米和肉牛、肉鸡，加快构建

“2+2+N”产业体系，伊川小米、红薯入选农业
农村部“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成为全省最大
的优质鸡养殖基地县、全省肉牛养殖大县重点
培育县。依托区位交通优势，以华晟物流园为
主要支撑的洛阳生产服务型物流枢纽晋升国
家级，年交易额突破 30亿元。发挥文化和生
态优势，围绕龙凤山、万安山、伊河三条生态文
旅产业带，打造“研学伊川”品牌，初步建成洛
阳近郊生态文旅目的地。

新型城镇化扎实推进。伊川县坚持以人
为核心，统筹县城、中心镇、集镇和乡村建设，
承载能力和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强化县城龙
头地位，新区开发和旧城改造齐头并进，建成
区面积从 18.1 平方公里扩大到 34.8 平方公
里，人口从 14.5万人增长到 27.5万人，集中供
热、供气率不断提升，老旧小区、棚户区、背街
小巷综合改造扎实推进，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县
城、国家园林县城。分类推进集镇建设，按照
产城融合思路，着力把彭婆、白沙、鸣皋、吕店
四个中心镇打造成为连城带乡的枢纽，同步推
进其他镇区发展，促进农民就近城镇化。瞄准
道路、供排水等重点工作，全长180公里的“四
好农村路”建成通车，覆盖全域的供排水一体
化加快实施，农村环境面貌加快改善。累计投
资 9.1亿元推进骨干电网建设，抓住西气东输
在伊川设分输站机遇，大力实施清洁能源替代
工程，全县能源保障水平大幅提升。

生态建设深入实施
民生福祉大幅增进

草木葱茏,林荫小道,游林观景,鸟语花
香……走进伊河国家湿地公园,清冽的河水从
脚下流过,让人美不胜收。该湿地公园两年前
通过国家验收，如今已成为附近市民休闲娱乐
的打卡地。

近年来，伊川县认真贯彻“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严守生态红线，以产
业、能源、运输、用地“四大结构”调整为抓手，
统筹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人民群众的生态获
得感显著提升。严格准入门槛，强化环保倒
逼，整治取缔“散乱污”企业 467家，伊电集团

“公改铁”建成投运，PM2.5、PM10 平均浓度
分别下降24.6%和 6%。扎实推进污水统一收
集处理、河渠“四乱”清理、黑臭水体治理，全县

新增污水日处理能力12.22万吨，完成16条河
流“两清一护”，15个饮用水源地水质稳定达
标。严防土壤面源污染，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
利用率90%以上，静脉产业园建成运行。下大
力气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完成人工造林 50余
万亩，建成荆山省级森林公园，按照“十里画
屏”理念高标准推进万安山南麓森林公园建
设，县域生态屏障更加牢固，绿色成为伊川高
质量发展的最美底色。

民生福祉大幅增进。伊川县坚持以脱贫
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直接用于脱贫攻
坚的资金达 11.9亿元，6.9万名建档立卡贫困
群众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愿景
成为现实。该县把教育放在优先位置，接续实
施教育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完成各类教
育项目 1242个，新增学位 4.9万个，成功创建
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教育教学水平迈入
全市先进行列。伊川累计投资 11.36亿元，持
续改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条件，全县医疗床位
突破4500张，医共体投入运行，县乡村三级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更加完善。结合主导产业发
展和群众就业需求，以“人人持证、技能河南”
为抓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持续叫响伊川劳
务品牌，累计实现新增就业8.3万人次，充分就
业、高质量就业让群众在增收致富道路上走得
更稳、更实。

党的建设全面加强。伊川县全面贯彻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推进思想政治建
设，不断增强广大党员的党性修养，始终保持
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五星”支部创建
为抓手，持续整顿软弱涣散村，高质量完成村

“两委”换届，扎实开展“三清两建”专项治理，
党的基层基础更加夯实。坚持新时代好干部
标准，着重从急难险重任务一线提拔和使用干
部，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水平和
能力作风显著提升。

“笃行而致远，惟实而励新。伊川县将聚
焦产业强县建设，锚定千亿级经济总量奋斗目
标和打造全国重要的新材料产业创新绿色发
展示范基地、洛阳国家物流枢纽重要节点、全
省现代农业发展示范区、洛阳近郊生态文化旅
游示范区‘四大定位’，着力推动经济发展提质
提速，主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促进民生
改善和社会大局稳定，奋力在洛阳环都市区率
先走好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之路，力争尽早实
现千亿级经济总量目标。”伊川县委书记仝宇
鹏说。

本栏图片除署名外由伊川县委宣传部提供

洛阳普拉斯自动化科技装备有限公司研
发的工业机器人。

伊川县吕店镇全国谷子新品种展示基地。

伊川县

锚定千亿级经济总量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