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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2月 23日，唐河县友

兰湿地公园西侧 411.12 亩宅地进

行网上拍卖历经8小时274轮才见

分晓，竞争极其激烈，最后被河南

建控地产以亩均价292.4万元的价

格竞得，刷新了唐河土地竞拍的纪

录。

关键要素看变化。唐河县在调

结构、促转型走出关键一步，产业转

型立见成效——

工业经济持续壮大。唐河县围

绕智能装备制造、农副产品深加

工、矿产资源开发、新能源利用“一

体两翼四大板块”，统筹抓好企业

培育和招商引资，深入开展“项目

建设提质年”活动，初步形成了智

能装备制造和农副产品深加工两个

百亿级产业集群。仅在2020年，66

个 50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21 个省市重点项目和 191 个

“四大专班”项目均提前完成年度

投资目标。新建标准化厂房近95

万平方米，入驻固定资产超千万元

项目200余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28家。新签约项目44个，合同引

资107.45亿元，招商引资连续四年

稳居南阳市第一。争取上级科技资

金2000多万元，颁发科技创新奖励

资金437.8 万元。4家企业成功申

报高新技术企业，全县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达到22家。南商农科

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是近年来南阳市在该领域的最高

荣誉。组织30多家企业与中科院

等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完成

技术合同成交额 2.47 亿元。举行

两次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彩

帛针织、仲燕口罩、德艺林门业等

项目再现“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

年投产”的“唐河速度”。紧盯中央

预算内投资导向，争取上级政策性

资金2.46亿元。

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建设高标

准农田 25 万亩，全县达到 117 万

亩。粮食产量突破135万吨，储量达

97.4万吨，均稳居全省前列。发展有

机小麦20万亩，高油酸花生30万

亩，脱毒红薯20万亩，农业产业结构

不断调整优化。以安全优质绿色为

导向，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

理，“三品一标”产品达32个，有机绿

色生产基地20万亩。高位启动凤凰

岭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毕店、桐寨

铺田园综合体成为全县乡村振兴样

板。

产业蓬勃发展。深入推进特色

商业区“四街一区”升级改造，创成南

阳市唯一的省三星级特色商业区。

启动商务中心区规划建设，积极招引

大型物流企业落户入驻。唐河复航

正式启动，规划建设南阳港唐河临港

物流园区，着力打造集“水、陆、铁”于

一体的现代化交通枢纽。启动红色

资源保护，恢复张星江故居，建成红

色主题公园。

换挡提速 三大产业逆势突破

征程风正劲 崛起正当时
——看唐河县如何实现“宛东崛起”

寒冬腊月，在唐河县2512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依然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动人景

象：田野上，麦苗碧绿，新农人们正在施肥浇水，保证着“河南饭碗”越端越牢；工厂内，焊

花飞溅，投资人热切创造着“唐河创新”的卓著成效；城镇中，热潮涌动，创业者们正在托

举着“三产朝阳”……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在2020年这极不平凡的一年里，唐河县克服疫情

影响，立足“四大发展定位”，坚持“四个一”工作布局，强力推进“两轮两翼”战略和“四大

专项”，用心工作、务实重干，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斐然。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曹国宏曹国宏曹怡然曹怡然通讯员通讯员丰兴汉丰兴汉左力左力实习生实习生董贺琴董贺琴

本版图片由唐河县委宣传部提供

既比担当实干，又比干净硬气。

去年以来，唐河县围绕打赢“三

大攻坚战”等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

况，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年

共查处违反政治纪律问题5起、管党

治党责任落实不力问题16起，问责

处理25人。同时，盯紧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处置问题线索802件，立

案232件，结案216件，党纪政务处

分346人，移交司法机关3人，留置

9人。

清新政风由此风清气正——

严格落实责任。认真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县委书记带头

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责

任，督促领导班子履行“一岗双责”，

出台《中共唐河县委履行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清单》《落实县委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重点任务分工》，

全面夯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强化政治监督。围绕打赢“三

大攻坚战”等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

况，加强政治监督，严明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全年共查处违反政治纪

律问题5起、管党治党责任落实不力

问题16起，问责处理25人，其中组

织处理9人，党纪政务处分16人。

强化正风肃纪。在全县开展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违反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等专项整治，在基层开展医

保基金政策执行情况、农村“三资管

理”等专项整治。运用“四种形态”

处理1534人，其中前两种形态占

98.1%，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完善“一二三”工作法（一承诺二报

告三监督），强化纪委对同级党委的

监督。深化以案促改，全县累计召

开警示教育大会160余场，开展各

类警示教育活动840余次，督促建

立完善各项制度60余项，达到了教

育一片、治理一方的效果。组织召

开县委常委班子党风廉政建设专题

会议，邀请市纪委监委领导为全县

领导干部讲专题党课，对新提拔重

用的57名干部进行了个别廉政谈

话、170余名干部进行了集体廉政谈

话，督促、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思想防

线。

强化执纪问责。保持高压态

势，盯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

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

问题，办理省定涉黑涉恶打伞案件

6起，组织处理21人，党纪政务处

分 42 人。做好巡察“后半篇文

章”，4轮巡察发现问题 1090 个，

移交问题线索132件，党纪政务处

分94人，组织处理214人，移交司

法机关12人，推动被巡察单位开

展专项治理35个、修订完善相关

制度96个。

回首去岁，成绩斐然，再望今

朝，征途漫漫。站在“两个一百

年”的历史交汇点，唐河秉持以人

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

勇往直前，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航船乘风破浪、扬帆远

航。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体系日

趋完善，全国试点深入推进；融媒体中心

建设不断提升，全省试点争先进位……

伴随着载体创新的矫健步伐，唐河

县委、县政府的执政能力引人注目——

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唐河县把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抓紧抓实，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组

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18次，中

心组集中学习10次，召开党委中心组扩

大报告会5场。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唐河县委新

党校主体基本完工，县党群政治生活馆

快速推进；打造县级最具吸引力的村级

活动场所50个、省市级示范点12个，打

造城市党建示范点20个，南阳市机关党

建工作会上，唐河县作了典型发言。全

年举办各类干部培训班 10 期，受训

2500余人（次）。唐河县成立8个专班，

对存在软弱涣散、涉黑涉恶等8类问题

的村（社区）进行换届前集中整顿；对47

个“四类村”和去年15个软弱涣散村进

行了“回头看”。严把党员入口关，全年

共发展党员400名。推行“党员星级评

定和积分管理”，引导党员亮身份、晋星

级、争先进。

狠抓干部队伍建设。该县严格落

实南阳市委在两个交叉点选用干部要

求，启动5批次共414人（次）的干部调

整，乡镇班子多年来首次实现“齐装满

员”；出台《人才新政》20条，创建“外建

党组织（商会）+人才工作站”模式，深化

与南阳理工学院等高校战略合作，达成

一批合作项目，人才优势不断转化为发

展优势。

持续打响党建品牌。唐河县扎实

推进全域党建，创新跨域抱团式、要素

聚集式等五种党组织联建模式，全域党

建引领银地合作、北辰公园、毕店蟠桃

小镇建设等，取得明显成效。强力实施

党建工作项目化，对标“八大行动”“二

十项工程”，谋划实施70个党建项目，

专班推动，定期研判，强化督导，党建质

量持续提升；深入推进“三变改革”，进

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全县试点村达到

252个，流转土地34.5万余亩，增加村

集体收入4000万元，大部分试点村实

现了当年分红，全市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现场会在唐河县召开；持续深化

“大比武”活动，坚持村党支部书记“大

比武”活动常态化，开展“守初心、担使

命，争做五彩第一书记”活动，制定《乡镇

（街道）党（工）委书记星级评定管理实施

办法》，积极筹备乡镇党委书记星级评

定，全面推开比武竞赛。

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唐河县严格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四种责任”，组织对

111个村（社区）和县直单位进行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专项巡察。实施新闻网络

要闻工程、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和公民素

质提升工程，持续开展“双十佳”等评选

活动，脱贫劳模王万才、夫妻档第一书记

等典型事迹被中央和省、市权威媒体报

道。

澧水大桥通车了！

这一消息犹如一针强心剂，让唐

河人倍感振奋。至此，唐河38公里城

区外环高速通道实现闭合，唐河中心

城区交通史掀开崭新一页。

不只是中心城区，唐河城乡统筹

发展的战略决策开始持续刷新并取得

实际成效——

城区面貌日新月异。唐河县以百

城建设提质工程为抓手，持续开展“五

城联创”和“五区竞赛”，澧水大桥建成

通车，城区38公里外环全线贯通，北

辰万亩湿地公园、五里河森林公园、东

城生态水系、八龙河生态治理等重大

城建项目相继建成，唐河城市形象和

品质得到大幅提升。强力推进城区道

路、老旧小区改造、背街小巷整治、地

下管网提升等项目，启动第三供水厂、

第四污水处理厂建设，城市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不断完善。

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唐河县持续

实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PPP项目，建设

完成226个重点非贫困村改造提升项

目，计划再融资35亿元，对25个集镇和

141个行政村进行改造提升，实现农村

“三通两治两提”。深入实施四美乡村、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县19个乡镇政府

所在地全部建成污水处理厂，生活垃圾

得到有效处理的行政村达98%以上，新

改造农村户厕1.6万户，农村卫生厕所

覆盖率达到88%。顺利通过省农村人

居环境三年行动核查验收。

眼下，唐河县乡村振兴新的基础设

施提升规划出炉：计划再融资35亿元，

对25个集镇和141个行政村进行改造

提升，实现农村“三通两治两提”，彻底

改变唐河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的历史。

刚刚过去的一年，为推动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唐河县乡两

级领导干部用心谋划，广开渠道，累计

投入资金59.3亿元，对全县所有行政

村和25个集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进行全面提升。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放眼唐河，

随处可见的民生工程比比皆是——

脱贫攻坚圆满收官。该县扎实开

展“五查五确保”和“九问”攻坚行动，

创新实施众享农机扶贫、整村推进

PPP项目、“四集中”、特色产业扶贫等

扶贫模式，117个贫困村和18253户

42780名贫困群众全部脱贫出列。特

别是，创新实施的粮仓扶贫模式，实现

了群众持续稳定增收；累计投入2.7亿

元，建成各类供养机构435个，实现了

特困供养人员“应住尽住”。唐河县脱

贫典型王万才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

李喜柱荣获2020年度河南省脱贫攻

坚奋进奖。

污染防治成效显著。唐河县发扬

“三铁”精神，落实“四个一批”，压实“五

级责任”，县域水质量和空气质量明显

改善。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唐河”建

设，完成高标准造林3.65万亩，石柱山

省级森林公园正式授牌；河沙管理水

平全省一流，鑫淼公司实现税收5000

余万元，上缴利润1亿元；全面实施“四

水同治”，建设完成泌阳河与八龙河水

系连通工程、五里河堤防、牛沟干渠清

淤整修等项目，加快推进唐白河干流

防洪治理、桐河防洪闸建设等项目；全

面开展“千村万塘”综合整治。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该县坚守安

全稳定底线，统筹抓好信访稳定、安全

生产、社会治安等工作。围绕扫黑除

恶“六清”行动目标，加大“打伞破网”

“打财断血”力度，上级交办线索全部

办结；深化“雪亮工程”建设，推进县乡

村三级“雪亮工程”平台联网对接，强

化雪亮工程在扫黑除恶、反邪教、智能

交通、环保等领域的应用；推进信访矛

盾化解“四大战役”，坚持抓源头、抓解

决、抓稳控、抓处置并重，信访形势平

稳向好。

民生事业稳步发展。唐河县注重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实施教育振兴攻

坚计划，推进定期议教制、全员竞聘上

岗制等十一项制度，教风、学风明显好

转；文峰高中一期已完工、新二初中建

成投用，文峰高中二期、县十九中、县一

高改建等开工建设，全面消除“大班额”

迈出坚实步伐；稳步推进农村中小学

撤点并校，规划建设县职业教育中心，

教育资源配置不断优化；持续改善医

疗条件，县医院新院快速推进，县医疗

健康服务集团挂牌成立，医改工作稳

步推进，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加

完善；持续提升交通条件，唐河复航、方

枣高速正式启动；大力实施干线公路

建设、农村公路建设等项目，实现行政

村通硬化路、客运班车“全覆盖”；全力

保障居民就业。落实“三有一可”机制，

累计为广大群众提供务工岗位2万余

个，帮助转移就业达36.4万人。

以民为本 民生事业加快发展

统筹推进 城乡建设提档升级

抓铁有痕 执政能力不断提升

踏石留印 从严治党成效显著

——全年完成生产总值373亿元，同比增长4.3%；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23.5亿元，同比增长6.5%；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35亿元，同比增长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3.2亿元，同比下降2%；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1亿元，同比增长8%；

——总财力达115亿元，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同比净增30亿元。

河南南商农牧自动化生产车间

张星江革命烈士故居

大河屯镇的扶贫车间

唐河行政文化新区 唐河冯友兰纪念馆

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获得者王万才家的红薯喜获丰收

祁仪镇兴堂村农民喜领“三变”改革分红

村级幸福大院丰富的业余生活

唐河机收大会战唐河机收大会战

水润唐城水润唐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