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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连跳”蕴藏大故事
——内黄县城关镇经济社会发展探访

□安阳观察记者 陈栋梁 本报通讯员 张晓霞 郭飞虎

从 2013 年起，内黄县城关镇的名字便荣登全省百强乡镇排行
榜。在之后的三年中，该镇不仅年年入选，而且位次还稳中有升——
从2013年的92位上升到2014年的87位，再到2015年的84位。

尤其是今年，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的严峻形势下，该镇
的经济却保持了稳定增长。数据显示，2015年，全镇生产总值完成
28.58亿元，同比增长13.5%；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230万元；第二产业
增加值完成11.42亿元，同比增长23%。

内黄县城关镇经济缘何能取得如此成绩，12月21日，记者走进该
镇一探究竟。

走进内黄县城关镇卞庄村，你会发
现大大小小的花生交易店铺遍布 S302
省道两侧，花生专业合作社、农产品加
工公司也数不胜数。记者进入一家名
为海达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内，只见一袋
袋装满花生米的麻袋占满了偌大的仓
库，足足有 1000吨。在灌装车间内，加
工出的花生油从油罐内通过管道缓缓
流出，工人们正在忙碌地灌装。

“公司前几年主要购销花生果，花
生果远销欧洲、北美洲等多个国家。
现在主要对花生、大豆、玉米等农作物
进行深加工——榨油，进而销售食用
油。”公司负责人卞海刚说，公司平均
每天加工花生米 300吨，每年销售食用
油达 1.5万吨，销售额约 1亿元。

“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带动了
以卞庄村为中心、周边 13个村的村民
从事花生种植、收购、加工，形成了较
完整的花生专业化产业链条。目前，

该镇卞庄花生市场已成为豫北最大的
花生集散地，年交易额达 22亿元，其中
拥有自营进出口权的企业达 8家，年出
口花生 2.5万吨，已成为省内最大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花生专业出口市场，并
荣获“中国花生出口基地”荣誉称号。

新闻链接：
该镇引导农户从传统农业向高效

农业转变，促进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
展。目前，该镇高油花生的标准化种
植规模已达 4万余亩，花生专业种植合
作社 34 家，辐射带动约 10 万农户种植
花生。与此同时，城关镇通过市场引
导、技术创新、政策扶持和项目带动，
积极引进、扶持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延
长农产品的产业链条，做大做强农产
品加工业，拓宽了农业领域的转型升
级之路。不仅如此，该镇在王七庄、郭
庄、王思庄新建大棚 68栋，建成了高效
农业综合示范园。

沿着内黄县枣乡大道由北向南，
高档商住小区一个挨着一个拔地而
起。记者来到城关镇北部的内黄县城
新城区，顿时被现场的开发场景所震
撼，金地明珠、翡翠城、金桂公馆等大
型城市综合体建设工地塔吊林立，一
派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在城关镇城
区内，华益滨河城、金桂王府、浩创领
秀城、水木清华、润园、新都商城等高
档商住小区也都次第崛起、繁华初显。

不仅城市综合体建设加快了步
伐，而且路网建设也在紧锣密鼓地进
行。家住城关镇振兴路的张先生高兴
地说，今年政府打通了振兴路，不但交
通便利了，而且县城商贸更加繁荣了。

目前，城关镇拉大了城镇框架，进
一步完善了基础设施，已形成了以海

元物流、金地明珠广场、中州国际酒店
为主的集商贸、物流、住宅、娱乐等为
一体的商贸综合体，特色商务区功能
初显，极大地带动了“三产”发展，提升
了城市品位。

新闻链接：
该镇紧紧依托县城特色商务区建

设，加快城市综合体、高端房地产建
设，先后建成了总投资达 16 亿元的 6
个高档商住小区和城市综合体建设项
目，并打通了振兴路、向阳路和顺河路
3 条断头路，实施了东风、西后街和北
杨庄棚户区改造工程。城镇建成区面
积由 8 平方公里增加到 16 平方公里，
新增 1200 多户商户。今年，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达 18.49 亿元，同比增长
12%。

“这里可以查询到低保金、退耕还
林补助资金等发放情况。”在内黄县城
关镇便民服务中心，电子显示屏给群
众带来了方便。大厅内有人社、农业、
民政等 6 个窗口，凡是涉及群众的审
批、服务等所有项目在这里均可一站
式办理。

在便民服务中心旁，还有民主决
策议事中心、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和党
风政风监督检查中心。在群众接访
室，基层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担任社会
法庭调解员，对一些较为复杂的矛盾
纠纷进行集中会诊，对症下药。

同时，在全镇 36 个村还建起了民
主决策议事室、便民服务室、矛盾纠纷
调处室、党风政风监督室。乡镇包村
干部、村“两委”干部和大学生村干部

按时值班，帮助群众解决疑难问题。
新闻链接：
该镇坚持把基层党建工作作为“一

号工程”，投资300余万元建成了“四室、
四中心”，着力把乡、村打造成服务群众
的窗口和平台。今年 3月运行以来，共
开展民主决策事项 150余项，共接待群
众1.3万人次，受理并解决矛盾纠纷200
余起，开展党风政风督查30余次。

该 镇 大 力 实 施 民 生 惠 民 工 程 ，
2014 年以来，累计筹资 660 万元，硬化
村内道路 22万平方米，新安装路灯 475
盏，对 22个村进行了高标准绿化，新建
成垃圾填埋场 7个，并建立完善了农村
长效保洁机制；投资 460万元完成了东
仗保、王小汪、朱小汪、杜庄等 13 个村
的安全饮水工程，受益群众 1.4万人。

在内黄县花卉博览园的交易中
心，数万盆不同品种的花卉正在迎接
一拨又一拨购买者的挑选。在该园
的花卉产业研发中心内，8 万盆红掌
和 3 万盆蝴蝶兰等名贵花卉含苞欲
放，园艺工人们正在精心施肥、浇水、
造型……这些花卉将在元旦和春节
前大量上市。

“花卉博览园是我们招商引资的重
点项目，项目投资 2.4 亿元，占地 600
亩。目前，已完成了一期花卉交易大
厅、研发中心和生态餐厅建设，建成后
将成为豫北最大的集花卉展销贸易、技
术信息、农业生态旅游、科普教育示范
于一体的大型基地。”内黄县城关镇政
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镇去年引进的日日升陶瓷如今
已发展成为省建材行业 30强、安阳市
工业 50强企业。今年，该镇引进投资

12亿元的飞凰电动汽车和投资 8亿元
的绿叶电动汽车两家。同时，作为豫北
地区规模最大的辣椒深加工企业——
宋都老倔厨食品公司成功创建了省名
牌产品，并依托卞庄花生市场的优势，
培育出一批以星河油脂为龙头的花生
加工企业。

新闻链接：
2014 年以来，该镇招商引资额达

53 亿元，引进亿元以上项目 17 个。围
绕全县陶瓷主导产业，引进了日日升、
日日顺、贝利泰等亿元以上的项目。
同时，又引进了高产能、低投入、无污
染 、增 值 快 的 内 黄 县 花 卉 博 览 园 项
目。支持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促进飞
达石油配件、中豫电力部件等项目提
档升级。目前，该镇进一步形成了以
陶瓷、机械、农产品加工、纺织四大工
业经济支柱产业。

“小花生”成就“大产业”

做活三产，提升城市品位

17个亿元项目，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改善民生，提高幸福指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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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内黄新区公园

豫 北 教 苑 一 奇 葩
——安阳县职业中专改革创新发展侧记

□本报通讯员 杜海庆

职业教育的办学宗旨是：服务发展，促
进就业。安阳县职业中专立足农村，紧紧
围绕发展现代农业的新要求，通过实施“农
业科技示范工程、农业科技推广工程、农业
科技应用工程”，切实有效地提高学校的对
外服务、科技兴农和服务“三农”的能力。

启动专业教师“1+1”专业技能项目
示范平台。他们依据学校涉农专业教师
现状，要求专业教师根据自己专业所长，
积极选报一项农业示范技术和项目，让
周边农民观摩学习，更好的指导服务“三
农”。成立“五大”技术服务团队。以实
践经验丰富的教师组成养猪技术服务团
队、养鸡技术服务团队、养牛（羊）技术服
务团队、果蔬技术服务团队、特色种植技
术服务团队。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技术服
务，定点为种养企业和种养大户服务。

“农技推广工程”，让农民入脑。因

地制宜，选择适合安阳当地种养的优质
品种向周边农户推广，及时培训相关新
技术、发布新信息，尽早带领农民增收致
富。开办“庄稼医院”、“动物医院”、“家
电医院”、“电脑医院”，专业教师坐诊，解
决农民种、养及技术难题。开通“农技
110”热线电话，随时解决农民在生产经
营中遇到的困难。

“农科技应用”工程，让农民致富。
实施科技特派员计划。学校对口安排一
名专业教师做技术指导，对重点帮助的
农业企业或大型养殖户实行常年挂职指
导，学校负责所有技术服务期间的工资、
待遇及有关差旅费，确保重点帮助的对
象实现增产增收。

组织实施“百名教师兴百村富百户三
年行动计划”。每年组织30名左右、中级以
上职称专业教师和管理人员主动联系服务

一个村，一户贫困户，利用寒暑假、周末等
业余时间围绕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市场开
发等方面与乡村和农户开展紧密合作，帮
助村庄或农民实现创业致富。学校被当地
农民亲切的称为“农民的贴心学校”。

多年来，学校先后为社会输送了 3万
多名中初级技术人才,他们有的成为了厂
长、经理和技术骨干,有的成为致富能手,
有的走进县乡 (镇)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成
为建设新农村的领头人，优秀毕业生吴
新芬还被当选为十七大党代表和全国道
德模范。同时,有 1000 多名优秀毕业生
通过对口高考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河
南大学等高等院校录取。

关山初度尘未洗，策马扬鞭再奋蹄。
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跑线上的安阳县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必将在实现职教梦的征
程上，创造出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在安阳市区的东部，坐落着一所普普通通的职业学校。然而，近年来通过不懈努
力，她却收获了一个个令人刮目的殊荣：“首批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全市唯一的“全国
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省级文明单位”，“国家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她就是安阳县职业中专。谈及荣誉，校长段守政掩饰不住满脸的自豪。他说，学校
这几年的发展可以用“跨越”来概括发展之快，用“和谐”来概括发展之美。

安阳县职业教育宣传周会场安阳县职业教育宣传周会场

2012 年，历史的机遇又一次悄然
而至，安阳县职业中专被确定为全国第
二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
学校”立项建设学校，开启了学校跨越
式发展的新征程。

顶层设计，培养模式不断创新。
在两年的示范校建设中，该校形成了
各具特色的、切合实际的人才培养模
式。如：果蔬花卉生产技术和畜禽生
产与疾病防治专业的“教学做一体化”
人才培养模式，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专业和计算机应用专业的“2+2+1”工
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等。

按照“五对接”原则，该校建立了 8
门体现职业能力要求的数字化精品课
程和 24门核心课程试题库，出版了 4部
紧密联系专业新技术的地方专业教材，

编写了 4本具有学校特色的校本教材。
师资提升，发展如虎添翼。安阳县

职业中专先后派出教师250人次到北京，
上海、天津、深圳等地参加教学改革、精
品课程和校本教材建设等专题培训，开
阔了视野，更新了观念。派出50多名教
师参加国家级、省级培训以及下企业实
践，200多名教师进行了卓越团队培训。

校企联动，实现校企融合。为实
施“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的
人才模式改革，他们依托专业广泛进行
实践探索。依托种植专业，先后与安阳
县绿康蔬菜责任有限公司等 6家企业
建立校企合作关系，同时，引进当地中
盛农业合作社在新校区建立了现代农
业生态示范园，实现了“引园进校”“校
园一体”的格局。

典型引路，凝聚成果做示范。国家改
革发展示范校建设以来，该校注重学校内
涵提升，过程建设认真严谨规范。其间共
建设形成了“九大”创建成果：探索出了一
种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了一支
优良的师资队伍，提炼了一批独具特色的
教学资源和精品课程，创建了一种可持续
的校企合作机制，搭建了一个现代化的教
学和管理数字化平台，打造了一个卓有成
效的“大德育”理念，形成了具有正能量的
校园精神，构建了全新的引领示范和服务
区域经济的新格局。

2014年 6月，《中国教育报》以半个
版面的篇幅介绍了该校的创建经验。
2015 年 11 月 17 日，该校正式被教育
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确
定为国家改革发展示范校。

2008年，乘省职教攻坚东风，安阳
县职业中专扩建项目被列入市政府职
教攻坚“33211”工程和安阳市重点工
程，学校规模和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为了支持学校扩建，县政府投入
7000多万元，征地 295余亩，建起教学
楼、教师科研楼、师生公寓、学生餐厅及
相关附属设施，并实施了校园绿化、美

化、亮化工程，学校步入跨越发展的快
车道。

与此同时，学校规模不断扩大，
配套建设日益完备。在校生规模由
原来的几百人发展到 3000 多人，教
职工队伍由 130 人增加到 240 多人。
专业由 8 个发展到近 20 个，学校占
地 面 积 由 原 来 的 80 亩 发 展 到 375

亩，建筑面积由原来的 1 万多平方米
发展到近 5 万平方米，学生餐厅和实
训楼从无到有，建筑面积 10000 平方
米的新建实训楼已经动工，实训实
习设备价值由原来 100 多万元发展
到 3000 多万元。所有这些都为学校
进一步提升内涵，提高质量，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抢抓机遇，实现跨越发展

立足农村，服务地方经济锐意进取，不断提升内涵

全省百强乡镇安阳巡礼⑤ 内黄城关镇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