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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沟 稳住经济基本盘 释放发展新动能

扶沟县商务中心区

□穆文涵 金月全 文/图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这是党中
央的明确要求。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
峻的国内外形势和不断加
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扶沟县
委县政府主动应对困难挑
战，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把稳经济、促
发展、保民生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坚定信心、攻坚克
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聚力
赋能。
日前，扶沟县统计局公
布 2022 年 1 月至 4 月全县经
济运行情况。
“成 绩 单”显
示 ，工 业 生 产 实 现 稳 步 恢
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11.6%，分别高出全
省 5.6 个 百 分 点 、全 市 9.2
个百分点；全县 500 万元以
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3.39
亿元，同比增长 13.3%，高于
全省 1.3 个百分点。
这些主要经济指标传
递了积极信号：扶沟县经济
运行总体稳定，向好态势愈
加明显。
鼓舞扶沟人信心的远
不止这些。1 月至 4 月，
全县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4.5 亿
元，同比增长 22%，其中税收
收 入 3.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8.3%；全县工业投资完成
12.5 亿元，同比增长 89.7%，
占总投资比重为 37.4%，其
中主导产业完成 4.58 亿元，
同比增长 161.5%；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达到 28 亿元，同
比增长 5.6%，实现了“稳字
当头、稳中求进”的良好开
局。
尽管受复杂多变的国
际局势和跌宕反复的新冠
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但扶
沟经济向好的动力依然充
足。好的开局，令人振奋，
但是逆势搏击，还需要百折
不挠、
行稳致远。

紧盯项目建设，持续增强发展动能
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向，凝神聚
力抓项目、扩投资、促发展。把产业项目作为
重中之重，围绕签约、开工、投产三大关键环
节，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军令状”管理，持之
以恒上项目、强投资、增动能。
立足实际早谋划。重点围绕“十大战略”
三年行动计划，紧扣发展需要，坚持前瞻思维，
科学谋划一批打基础、利长远、增后劲的项
目。今年以来，该县先后谋划实施重点项目
185 个，总投资 575 亿元。
提高标准抓招引。聚焦主导产业延链补

链强链，围绕“四张图谱”，开展“四个拜访”，采
取“线上+线下”方式，全力招引一批引领型、
创新型项目，着力打造比较优势和集群优势。
今年以来，该县先后收集招商信息 206 条，对
接洽谈项目 86 个，已签约落地主导产业项目
24 个，协议总投资 167 亿元。
突出重点快推进。重点推进福通先进
制 造 业 产 业 园、中 原 汽 车 零 部 件 产 业 园 等
25 个省市重点项目及 18 个“ 三个一批”项
目，切实发挥项目扩投资、稳增长的关键作
用。目前，全县 25 个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

资 56 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 50.4%；
“三
个一批”项目履约率、开工率均为 100%，达
效率 87.5%。
优化环境强保障。在全面推行“一件事
一次办”
“ 有诉即办”的基础上，积极构建“1+
1+N”工作体系，建立健全“四保”项目“白名
单”，推动资源向“白名单”汇聚、要素向“白名
单”集中、政策向“白名单”倾斜，确保疫情防控
应急状态下企业不停产、项目不停工，实现疫
情防控与项目建设深度嵌合、双线运行、平急
转换、常态长效。
中原汽车零部件产业园车间一角

抓重点纾难点，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今年以来，该县制订了《扶沟县 2022 年
“万人助万企”活动实施方案》
《扶沟县 2022 年
深化“万人助万企”活动工作任务清单》
《关于
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助企服务工作的通
知》，及时召开“万人助万企”工作推进会，包联
领导干部和 11 个服务工作组 143 人精准对接
企业，对全县 131 家企业诉求的 73 件涉及用
工、用地、资金等问题办结率达 100%。
该县从市场、水电、资金要素保障等方面
对昌茂纺织、豫人木业等重点用电企业加大调
度服务力度，促进企业产能释放，拉动用电量
提升，举办政银企对接会，并鼓励企业满负荷

生产，提振企业生产经营信心。开展“春风送
温暖，就业送真情”行动，为企业招工 2960
人。探索建立“小升规”工作长效机制，筛选
17 家工业企业，入库申报工业企业 4 家，培育
上市企业 5 家，29 家企业实施技改项目。
此外，由该县发改、工信、金融、商务部门
联合组成工作专班，强化政策、人才、用地、基
金、服务、组织“六项保障”贯彻落实，确保工业
项目“5 个 5”机制、推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
发活动全覆盖、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等工作顺利
推进、项目高效实施。
目前，该县已落实惠企资金 3061 万元，退

税6035万元，
拨付满负荷生产奖励资金140万
元，为企业招工 5960 人。举办政银企对接会，
解决企业融资需求 8.38 亿元，延期、续贷金额
4.79亿元，
发放30万元以下免抵押、
免担保信用
贷款10930笔。加快开展工业企业研发活动全
覆盖，
截至目前，
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
构 97 家，覆盖率 100%，申报研发项目 151 个，
投入研发费用 4679 万元。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4 家，其中周口市蔬菜产业研究院和周口市针
织服装产业研究院已通过评审，周口市针织服
装产业研究院正在申报省级产业研究院，扶沟
县昌茂纺织公司正在申报省级标杆企业。

奥凯柴油发动机产业园

聚焦重点群体，精准发力稳就业
该县以产业帮扶、企业带领、车间吸纳、
转移输出、公岗安置等“五位一体”服务为着力
点，以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为工作抓手，
创新帮扶机制，精准聚力“两类”群体稳就业、
促增收、求实效。
在为“两类”群体拓岗促就业工作中，扶
沟县人社局夯实扶贫载体，积极发挥蔬菜产业
园区的产业带动就业和帮扶龙头企业、就业扶
贫车间的吸纳就业作用，确保有就业意愿和就
业能力的“两类”人员就近就业、有效就业。据

统计，扶沟县 36 个蔬菜产业园区共带动 6297
户脱贫户及监测户持续增收，帮助 428 名困难
人员就近务工、稳定就业；培育 6 家帮扶龙头
企业，带动就业 1651 人，实现 119 名“两类”人
员充分就业；建设就业扶贫车间 49 个，帮助
1171 人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开发公益性岗
位 1300 个，解决部分脱贫劳动力就业难问题。
目前，全县实现转移就业 19.44 万人，其
中脱贫劳动力 19006 人。16 家劳务及派遣公
司深化与浙江余杭区、新疆若羌县等地的跨省

合作，组织“点对点”返岗务工专车 92 辆次，安
全输送 2580 余人外出就业。
开展就业援助月活动，组织 3 次就业援助
专场招聘会，提供 7500 个就业岗位。以创业
就业促增收，为 30 名返乡创业人员发放 15 万
元一次性创业补贴资金，为 230 人发放返乡创
业担保贷款 3250 万元。开展两期农村实用技
能培训，提升 1560 名脱贫劳动力的就业创业
技能。该县累计吸引 35610 人返乡创业，带
动就业 17.3 万人。

昌茂纺织公司纺纱车间

精准安全高效，做好保通保畅工作
近期，扶沟县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
按照
“管住省界、
畅通省内、
严格规范、
压实责任”
的要求，
在全县合理设置检查服务点，
放宽通行
要求，确保县域内及途经扶沟的货运车辆高效
通行，
保障物流畅通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按照“管住省界、畅通省内”总体要求，及
时撤除了 G311 韭园鄢陵界、S102 白潭尉氏
界、G230 固城鄢陵界三处国省道查验点，保
留安罗高速扶沟西站、盐洛高速扶沟站、大广

高速扶沟东站和郑阜高铁扶沟南站等四处服
务点。全县交通物流畅通，高效统筹了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严格落实“即采即走即追+人员闭环管
理”的要求，为物流车辆司乘人员开辟快速通
行通道，最大限度保障物流货运车辆安全快速
通行。
截至目前，累计为 990 余辆次货运车辆办
理通行证，
保障运输货物60余万吨。24小时不

间断服务为 8000 余辆次货运车辆开具通行证
明，
迅速高效地解决了企业的复工复产难题。
当下，扶沟县正以“打造对接郑州都市圈
先行区”为己任，聚焦守牢底线，干字当头、实
字托底，推动各项工作往实里抓、向目标奔，在
实现“两个确保”中奋勇争先，在加快实施“十
大战略”中积极作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实现今年经济
工作全年红、全线红。

奥兰船舶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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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沟蔬菜产业综合体效果图

河南农业大学扶沟蔬菜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