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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林苍苍，黄河汤汤；故道之

邑，历尽沧桑。

民权，地处豫东平原之上、黄

河故道之畔，1928年经时任河南

省国民政府主席冯玉祥批准，取

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民权”

而置县。

民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区位优越，交通便捷；风景旖

旎，物产丰饶。民权境内有豫

东最大水面鲲鹏湖、秋水湖、龙

泽湖和号称“河南塞罕坝”的申

甘林带。民权产业鲜明，特色

突出。制冷作为民权高新区主

导产业，现已呈现出集群发展

之势，成为全省工业战线的一

道亮丽风景。

近年来，民权县主动适应新

常态，积极抢抓新机遇，提出了

“凝心聚力，务实重干，稳中求进，

富民强县”总要求，明确“改革发

展稳定”总任务，突出“一城一区

一廊”总抓手，以党的建设高质量

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努力让改

革发展成果最大限度与群众共

享，有效推进了富民与强县的协

调发展。

从贫穷县城到“中国冷谷”，从

传统农区到“豫东明珠”，民权——

已然实现华丽蝶变。

“来水啦，来水啦！”今年早春，该县白云
寺镇的小浑子提灌站首次试验性投入运行，
看着清清的渠水从钢管中喷薄而出时，在场
的村干部和群众瞬间沸腾了。

“俺们村大多是沙质土壤，保水能力差，
要想丰产稳产，适时浇水是关键。正因为去
年选举了新的村委班子，给群众办实事，积
极申报项目建成了节制闸和提灌站，这下再
不用望水兴叹了！”村民纷纷点赞说。

该县创新党建工作模式，以实施质量提

升工程、红色先锋工程、双示范工程“三大工
程”为着力点，努力将基层支部打造成坚强
堡垒、将党员塑造为鲜明旗帜，充分发挥引
领作用，围绕全县中心工作持续发力，在以
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道路
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
不好党建不称职！抓党建是一切政绩的根
本！我们不断找问题、寻方法，助推党建工
作换挡提速，使党员干部全面提升精气神，

让群众更满意！”商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民权县委书记姬脉常说。

民权大力实施“红色先锋工程”，用好红
色阵地，以“一街两园三基地”为抓手，营造
党建氛围，强化党群教育，传承红色基因，争
创先锋业绩。

该县人和镇西屯村党支部书记李国礼，
带领群众成立双飞农业专业合作社，直接带
动农户 70户，月增收 1500元—3000元，成
为支部书记带领群众致富典型代表。

通过大力选树先锋典型，积极开展“争
创先进党支部、争当优秀共产党员”等活动，
该县选树了各具特色的星级机关党支部和
优秀共产党员，以身边人身边事感染人，让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学有榜样、赶有目
标，营造了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通过实施

“双示范工程”，做好“两新”组织党建工作，
激发了党建工作内生动力，形成了“两新”组
织党建工作同经济社会融合互动的发展格
局。

秋意初发，暑气尚浓。在位于民权高新
区的国内500强企业万宝集团的生产车间，
一条条流水装配线不停地运转，工人们正紧
张有序地工作着。

“我们公司订单一直不断，生产线热火
朝天！俺是附近的农民，在这儿干活每月能
挣3000元，还能照顾家里，比外出打工强多
了！”一位正在务工的工人告诉记者。

风景这边独好！这是民权县制冷产业
蓬勃发展的一个剪影。

“产业兴则城市兴,产业强则城市强。”
民权明确了“工业强县”目标，依托民权原冰
熊冷柜厂留下的制冷专业人才和技术优势，

独辟蹊径、因势而为，确立了以制冷为主导
产业的发展方向，树立了“打造制冷基地，建
设中国冷谷”的发展目标。

思路一变天地阔，方式一转气象新。民
权实施开放带动战略，通过以商招商、产业
链招商、大员招商等方式，进一步扩大招商
引资规模，提升招商引资水平，相继引进了
一批国内外知名制冷企业，新上一批具有产
业带动能力的龙头企业，“民权制冷”集群发
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2014年以来，民权高新区共引进亿元
以上项目 67个，5亿元以上项目 13个，10
亿元以上项目 5个。现有制冷整机装备企

业 47家，配件企业 60余家，制冷产品所需
的160多个零部件基本实现全配套，拥有万
宝、澳柯玛、香雪海等20余个知名品牌。冰
箱冷柜年产能达 1800万台，占全国的十分
之一，全国冷柜销量前 10 名企业中，澳柯
玛、万宝、华美、冰熊4家企业在民权落地生
根。冷藏保温车生产企业增至5家，年产能
达 2.5 万辆，年产量达 1.6 万辆，企业数量、
产能和产量均占国内同行业的 60%以上。
民权跻身全国五大制冷产业基地，被批准为
国家火炬民权制冷特色产业基地、全国制冷
设备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全国产业集
群区域品牌建设试点、国家级出口制冷机电

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制冷设备获批国家生
态原产地产品保护。

“我们以创新驱动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通过夯实技术支撑力量，做优软硬环境，完
善产业链条，丰富制冷产品门类，自主创新
推动发展，努力抓住新机遇、取得新突破、实
现新跨越！”民权县县长张团结说。

民权制冷主导产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
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2018年，主导产业
实现增加值 61.8 亿元，主导产业增加值占
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73%，
成为拉动全县工业增长的主要力量，为民权
实现“富民强县”目标积蓄了新势能。

党建引领，巩固堡垒聚力量1

“现在俺家不仅脱了贫，日子也过得越
来越红火，说到底俺得感谢党和政府的扶贫
好政策！”民权县龙塘镇申庄村贫困户轩秀
兰高兴地逢人就夸。

轩秀兰以前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加上
儿媳又有残疾，生活很拮据。后来当地政府
实施了一系列扶贫优惠政策，她家承包了蔬
菜大棚，收益一年比一年高。今年，她承包

的 170座蔬菜大棚收入达 20万元，带动了
周边百余户贫困户就业。

近年来，民权县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要求，探索建立了脱贫攻坚“战区推动”工
作机制，选派 529 名副科级以上干部担任
529 个行政村村级脱贫责任组长，建立了

“2135”工作机制，层层压实脱贫攻坚工作
责任，形成了“横到边、纵到底”的责任体系。

该县把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牛鼻
子”来抓，全面增加群众收入，为富民强县补
齐短板。发展特色种植业、发展特色养殖
业、开发光伏发电、用好扶贫车间、开展“三
帮一扶”等多种产业模式齐头并进，形成了

“新、长、广、力、稳”的鲜明特色。
2019 年，该县 129 个贫困村已全部实

现脱贫出列，在全省 33个拟退出贫困县省

级第三方评估验收中，民权县漏评率、错退
率均为零，扶贫工作认可度达到 99.2%，实
现了高质量脱贫摘帽的目标任务。5 月 8
日，被省政府批准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

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优先任务。民权县在脱贫攻坚的基础上
融合推进乡村振兴，一幅产业兴旺的画卷正
徐徐展开……

精准扶贫，产业带动奔小康2

筑造“冷谷”，特色产业势铿锵3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张增峰

逐梦扬帆 跨越发展 豫东明珠 再谱新篇

凝心聚力重实干 砥砺奋进看民权
——民权县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纪实

生态宜居，大美民权换新妆4

民权县党员领导干部重温入党誓词 屈晓雷 摄

黄河故道美景 朱建军 摄

民权的美，美在城，美在林，美在水……
“今天来到这里，没想到这座城市这么

美，不只像豫东‘小江南’，更像是‘小苏杭’
呢！”前不久，到民权考察投资项目的一位客
商点赞说。

近年来，民权县不断实现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新向往，以拉大城市框架、完善基
础建设、增强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品位为主
线，以营造优美环境，建设宜居健康之城为
指针，多措并举，强力推进，重锤擂响了城市
建设、生态建设的战鼓。

该县始终把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富民
强县”的加速器、城乡统筹发展的结合点、民
生改善的大平台，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科学发
展理念，以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为抓手，加大
投入，加快推进，加强管理，探索走出了一条

集约节约、生态宜居、智慧人文的现代化城
市发展之路。

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标准管
理。5年来，该县艺术中心、妇女儿童活动
中心、梦蝶会展中心等一大批公共服务设施
建成投用；城镇水、电、暖、气等与群众利益
息息相关的民生项目实现从有到好；“海绵
城市”“智慧城市”等建设工程加快推进，城
市建设和现代化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
升。如今，民权城区框架拉大到 60平方公
里，建成区面积 30.7 平方公里，是 2014 年
的 2倍。城镇人口从2014年的 28.3万增长
到 2018 年的 35 万，人口城镇化率从 2014
年的 30.97%增长到 2018 年的 37.9%。从
旧到新、从矮到高、从低层次到高质量、从住
得下到住得好，城镇面貌日新月异。

茫茫绿洲，繁华似梦。民权县号称“绿
洲”，对“绿”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愫。带着“植
绿、护绿、爱绿”这种理念，该县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把绿色
发展作为根本保障。2014年，启动了黄河
故道生态走廊建设，本着“保护生态，顺势而
为”的原则，明确了“一廊连两园、一线牵多
点、一带连全境”的大格局，以申甘林带为核
心，以鲲鹏湖、秋水湖、龙泽湖组成的国家湿
地公园为重点，着力打造连接湿地公园和生
态公园的绿色廊道，大力推动故道生态走廊
建设和生态保护，生态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
效。

2018年 1月 9日，《河南日报》以《河南
有个塞罕坝》为题，报道了民权林场68年来
艰苦奋斗的历程，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掀

起学习“河南塞罕坝”的热潮。
“再造一个‘河南塞罕坝’！”该县提出

了响亮的生态建设口号。仅 2018 年，民
权县就完成各项工程造林 5.56 万亩，其中
黄河故道生态走廊封闭绿化面积达 3.6 万
亩。目前，民权国家生态公园、国家湿地
公园和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已显雏形，初步
形成了“四季有景、一河多彩”的故道生态
景观。

如今，积极参与造林绿化的绿色发展理
念在民权县已根深蒂固。该县县政府还适
时提出了林下经济的发展思路，积极鼓励、
动员农民在林下种药种菇、养殖畜禽等，走
出了一条绿色生态的发展之路。

林更茂、天更蓝、水更绿、景更美、生态
更加好的大美民权日益展现在世人面前！

亓堂村新建社区面貌 张增峰 摄

融入高科技的冰箱自动化生产线
闫鹏亮 摄

民权阿诗丹顿生产线 薛皓 摄

民权东区新景 薛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