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光

山县时强调，脱贫攻坚既要扶智也要扶

志，既要输血更要造血，建立造血机制，增

强致富内生动力，防止返贫。要发扬自力

更生、自强不息的精神，不仅要脱贫，而且

要致富，继续在致富路上奔跑，走向更加

富裕的美好生活。

沿着习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光山开展“扶贫先扶志”专项活动，激发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提高贫困群

众的自我发展能力，扭转了“等靠要”思

想，树立了“人穷志不穷”的理念，变“输血

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多措

并举巩固脱贫成果，光山县加大产业扶贫

力度。

官渡河畔，司马光油茶园智慧产业园

内机器轰鸣，工人正在忙碌生产，这个总

投资3.5亿元的项目，年可综合深加工3

万吨油茶籽。

目前，该县油茶种植总面积已达25.5

万亩，其中新发展17.7万亩，先后被原国

家林业局授予“国家油茶标准化示范县”

“国家油茶科研示范基地”“全国油茶产业

发展重点县”。

“一亩油茶百斤油，又娶媳妇又盖

楼。”从梦想正变成现实。

光山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做精农

业、做强工业、做大服务业，不断提升产业

竞争力。通过“一根线”连接卖全球，电商

扶贫联世界，打造全国“电商进农村示范

县升级版”。全县电商从业人员已达5万

余人，各类网店逾2万多家，各类生产、供

货企业300多家，物流企业50多家，2019

年，全县电商销售额40.12亿元。

5月25日，光山县四季香茶业有限公

司内热火朝天，工人们正在包装准备出口

“一带一路”的砖茶……

去年底，“辰龙号”专列的41个集装箱满

载产自该县的1025吨珍眉绿茶，从郑州启

程发往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

借助“一带一路”机遇，光山县的四季香公司、

辰龙公司将茶叶出口到乌兹别克斯坦、阿尔

及利亚、摩洛哥等20个国家及地区。

“房前屋后一亩茶，一塘肥鱼一群

鸭。”产业带动群众致富的路越走越宽广。

光山县茶园面积发展到24万多亩，

干毛茶年产量10434吨，年产值12亿元，

全县茶产业从业人员15万人，茶区农民

人均茶叶收入5000元以上，茯茶、砖茶还

通过“一带一路”销往20个国家和地区，

茶产业已成为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

先后被授予“中国茶叶百强县”“中国名茶

之乡”“中国十大茶叶转型升级示范县”

“中国茶叶扶贫示范县”等荣誉称号。

“一群鸭”成就大产业。光山麻鸭、光

山麻鸭蛋历史悠久。2004年1月，原国家

质检总局为“光山麻鸭”“光山麻鸭蛋”颁

发原产地标记注册证书。2019年年底，

全县麻鸭存栏98.6 万只，出栏495.5 万

只，年产麻鸭蛋4000余吨，全县麻鸭产业

总产值5亿元以上。

借助“光山麻鸭”所产羽绒，该县打造

全国知名的羽绒服装加工基地，拥有羽绒

羽毛加工企业22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8

家，年加工优质羽绒2000吨，年产值8亿

元，产品销售遍布全国各地。

实现高质量脱贫，群众收入稳步增

长，目前光山县“多彩田园”产业遍地开

花，553个产业扶贫示范工程，带动贫困

户34975户（次）增收，实现“多彩田园”产

业扶贫带贫全覆盖。截至去年12月底，

全县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5731 户

100038人，已脱贫23996户95447人，未

脱贫1735户 4591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0.6%。

5月23日，副省长武国定赴光山县调

研脱贫攻坚时说：“光山县脱贫工作和产业

发展思路清晰、措施有力、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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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步履铿锵

产业发展促增收产业发展促增收

建设智慧光山绘就幸福生活新画卷
□本报记者尹小剑通讯员潘信海盛鹏黄晓婉文/图

华灯初上，司马光广场框架式、全

透明的城市书房灯火通明，人头攒动。

4000余种政治、经济、文学、历史、科技

类书籍分门别类，错落有致地摆放在书

架上，270平方米的书屋里，低头看书的

老人，稚气未脱的孩子，席地而坐的情

侣……自从书香光山建设以来，像这样

的城市书房，光山县免费开放了3个，居

民都可以来宽敞的城市书房里读书、充

电、交流。

光山实施县城“里子、面子”全面提

升，改造主次街道，完成弦山大道、九龙

西路、九龙东路、海营路、航空路等道路

“白改黑”提升改造，加快县城污水管网

配套工程建设，在升级改造县城老污水

处理厂的基础上，在官渡河南岸又新建

一座日处理能力 2.5 万吨的污水处理

厂。投资 1.86 亿元，对连通官渡河的城

区紫水河、护城河等10条内河全长20.1

公里段实施清淤、护岸、截污，实现一张

水网促发展，一泓清水惠民生；持续完

善基础设施，新建、改建、改造公厕及垃

圾中转站30座，完成38条背街小巷路

面硬化、雨（污）排水设施，建设主次街

道公交站亭100个，吕围孜安置区农贸

市场、何小湾市场、朝阳寺市场相继完

工投入运营。

如今的光山县“城在绿中、路在林

中、房在园中、人在景中”，县城绿地面

积达323.5公顷，公共绿地达105.5公

顷，绿化覆盖率达43.5%。修复县城区

内河生态，再现了“流水潺潺、鱼翔浅

底”的生态之美，先后打通九龙路、牌坊

路、一环路等城区“卡脖子路”12条，实

现了东城与老城、老城与南城的无缝对

接；建成街头游园广场10余个，改造城

区体育设施21处，新增体育场地6处。

将县城区域划分为37个网格，实施环境

卫生网格化、长效化、常态化管理，成功

创建河南省文明城市。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光山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以龙山湖1.8万亩水面为核心，建

成的湿地公园，着力打造“看得见山、望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特色小镇、美丽

乡村。挖掘司马光智慧文化资源，启动

建设规划面积10余平方公里的司马光

小镇；打造了“砖桥红色小镇”“白雀园

明清古镇”“凉亭茶叶小镇”等特色风情

小镇，建成了水墨詹堂、生态帅洼、宜居

杜岗等一批特色鲜明的美丽乡村。

十里镇游园广场，繁花似锦，小游

园、休闲亭、慢行步道让群众幸福指数

不断攀升。

光山县完善乡镇镇域规划，加快推

进“集镇整治提质”，改善22个乡镇环

境，共拆除违建 3000 余间，划行归市建

设农产品市场 27 个，开展整治行

动 700 余次，治理乱堆乱放 4000 多

处；埋设排水管道 1.5 万米，建设街头游

园 22 处。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持续推进“文

明村院”创建和村容户貌整治活动，在

全县107个村2万户实施垃圾分类，全

面推开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实现卫生

保洁常态化，完成改厕 2.1万户，开展了

“我为家乡栽棵树”“我为家乡治水塘”

等活动，群众自筹和社会捐款达1.2亿

元，房前屋后和廊道植树7.8万亩，整治

水塘5000余口；创建美丽小镇3个、“四

美乡村”30个、“五美庭院”300 个、省级

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 12 个和达标

村 104 个，被住房城乡建设部确定为河

南省唯一的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

缔造活动试点县。

推进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不断

提高人民群众医疗保障水平，先后投资

9.5亿元高标准建设县人民医院，投资390

万元为乡镇卫生院购置检验设备，投资

300余万元对全县311个村卫生室进行

达标升级，投资780万元为建档立卡困难

群众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达到“小病

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市”

的医疗标准。同时，提升乡村文化中心阵

地建设水平，搭建学习交流平台，用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双星创建”、移风

易俗、志愿服务活动等，把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推向高潮，高扬“爱光山、加油干、奔

小康”的“光山精神”，提振全县人民精气

神，全县信访总量大幅下降，被评为全

省、全市“平安建设优秀县”，全县“两率”

实现大幅度提升，进入全市先进行列。

智慧光山，正变潜力为实力，在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信阳实现

“两个更好”中，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奋

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

丽篇章，犹如一幅气势磅礴的幸福画卷

在徐徐展开……

近几年来，光山县在生态为本，文化

为魂的理念引领下，抓住“河南百城提质

首批试点县”契机，以官渡河区域综合治

理为牵引，实施“拥河发展”战略，从一间

间书屋，一条条小路，一座座桥梁的修建、

铺设做起，带动了整个城市实现美丽蝶

变。

县委、县政府大力实施“拥河发展”战

略，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让“一座城”水韵

留乡愁，“百里画廊”梦想成真，“拥河发

展”奏响发展最强音。

“五一”期间，光山全域游共接待游客

22.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690万

元，“一业兴”带动“百业旺”。

如今，不管是外地游客，还是本地市

民，都喜欢到官渡河两岸赏樱花、看网红、

观美景、览春色，龙堤春晓、司马光小镇、

竹影闻笛、官渡清波等“官渡新八景”风光

无限，成为群众休闲的好去处。

官渡河，光山县的“母亲河”，是淮河

一条重要支流——潢河流经光山县的昵

称，它在光山县境内长度约48公里，流域

面积约919平方公里。

2015年8月至今，光山按照“改造老

城、完善东城、建设生态南城”的思路，推

动城市由“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

转变。在规划面积约16平方公里内，一批

批项目相继开工实施，半年建成杨湾桥，一

年建成幸福桥，两年建成天赐桥，三年多完

成官渡河区域“路、桥、坝、点、园”共 48 个

基础设施的建设任务，创造了“光山速

度”。经过全县上下同心、同向、同力，官渡

河区域综合治理工作取得重大胜利，原

定 5~10 年完成的目标3年时间基本完

成，一幅壮美画卷呈现在世人面前。

从2016年开始，在美丽的官渡河畔，

已成功举办电商糍粑节、樱花文化节、中

央电视台《乡约》节目、官渡新八景文艺演

出、拥河发展文艺会演、万人赏牡丹、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等文化活动；圆满举

办了龙舟赛、半程马拉松赛、全国自行车

公开赛、国际舟钓锦标赛、篮球赛等体育

赛事，其中，承办的全国自行车公开赛，被

评为 2019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

官渡河治理已成功，“拥河发展”再出

发。 2019年2月12日，县委十二届七次

全会决定全面实施“拥河发展”战略，就是

以官渡河区域综合治理为基础，向上下游

纵深发展和延伸，对潢河光山段实施全面

治理，建设完成潢河光山段“111”工程治

理任务，即10座交通景观桥的建设完善，

100公里滨河生态绿道建设，1000平方

公里区域生态治理，实现以城带乡，加快

形成乡村全面振兴、城乡一体融合的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形成潢河区域均

衡协调发展、城乡共富共美发展新格局。

目前，滨河北路西延工程已建成通

车，新党校、新一高、职工文化活动中心、

龙山桥、滨河南北路天赐桥至前楼桥段等

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项目正加速推进。至

2025年完成全流域基础及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向新县和潢川方向全面治理，将整

个48公里的“百里长廊”建设成乡村振兴

示范带、新型城镇化示范带、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带，区域百里画廊内打造成熟的全

域生态旅游精品线路，建成小潢河生态

带、文化带、景观带、交通带和产业带，将

县城打造成为全省最美县城之一。

核心提示

岁月，在不经意间流过；

历史，总会留下特别的印迹。

2020年，注定不平凡。光山县克

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迅速启动项

目建设，新发地建设工地、龙山桥建

设如火如荼，滨河北路西延、光潢新

路建成通车，华中城招商热火朝天，

羽博城、大锐城物流园日新月异，西

城公交场站项目进行扫尾，河川东西

桥、大广高速出口南移和龙堤路建设

全面推进……今年3月，该县第一批

重点项目开工总投资就达37.2亿元。

光山大地，处处生机勃勃，如火

如荼的高质量发展场景不断精彩上

演。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该县

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

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破解了一个个

发展难题，创造了一个个“光山速度”，

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把可能变成了现

实、把现实变得更加美好……

2019年，该县一举甩掉了国家级

贫困县的“帽子”，经济社会发展再上

新 台 阶 ，全 年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7.3%，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 9.3%，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2.5%，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长 8.2%，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 10.0%。

“拥河发展”内外兼修

聚焦民生助推发展

拥河发展绽新姿

医疗送到家门口

全国大赛进光山

电子商务惠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