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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党的百年华诞 谱写“十四五”新篇章 •新乡篇

黄河岸边“农耕文化”

●● ●● ●●

原阳县 站在新的起点 更加奋发有为
2020年，新乡市原阳县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取
得长足进步，用一组喜人的数据为“十
三五”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去年，原阳县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175.09 亿元，增速居新乡八县（市）第
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47亿元，增速
高于全市 0.5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增速居全市第
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9%，增
速居全市第一。原阳作为农业大县，粮
食总产保持全市第一。

“十三五”以来，原阳影响力、竞争
力不断提升，先后荣获“支持农民工等
人员返乡创业国家试点县”“国家级县
域紧密型医疗健康服务共同体建设试
点县”“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绿
化模范县”“全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
颁证工作典型地区”等多项国家级荣誉
称号，被农业农村部定为“国家绿色食
品原料基地县”创建单位。

谁能想象，就在两年多前，这还是
一个戴了多年“穷帽子”的省级贫困县！

2019年 5月 9日，经过3年多的艰
苦奋战，原阳县共实现12187户 50808
名贫困人口脱贫，全县贫困发生率降至
1.26%，达到贫困县退出标准。

“站在新的起点，就要更加奋发争
取新的作为！”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原阳县委书记郭力铭说，原阳县高
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伟大旗帜，围绕发挥“三大优势”，紧
盯“三区一极”总目标，咬定青山不放
松，开山凿路、爬坡过坎，奋力谱写新
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原阳绚丽篇章。

乡村振兴农民振奋 滩区风景美如图画

原阳县黄河滩区面积约占全县总面积
的三分之一，同时也占据着黄河滩区跨度最
长、黄河滩区面积最大、黄河滩区人口最多
的三个“全省之最”，全县曾有的111个重点
扶贫村，89个位于黄河滩区——被滩区“拖
着后腿”，原阳县积重难返，曾长期是全省
53个贫困县之一。

如今的黄河滩区，早已变了模样。
原阳县扎实推进沿黄生态带建设。以

省级廊道绿化示范县创建、“森林原阳”建
设、国储林项目为抓手，深入实施国土绿化
提速行动，加快生态走廊和高标准绿化示范
村建设；实施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博浪沙森
林公园项目一期已建成投用，总投资 3.7亿
元；太平镇特色小镇项目，十里荷塘生态景
观工程已建设完成，水牛赵田园综合体已形

成规模，入选首批 10个中原乡村旅游特色
村，总投资10亿元；娄彩店、黄寺、奶奶庙等
3 个美丽乡村项目，目前正在编制村庄规
划，总投资40.92亿元。

致力黄河滩区迁建工作。原阳县黄河
滩区居民迁建三年规划项目涉及官厂、大
宾、靳堂、陡门、蒋庄 5个滩区乡（镇），共 23
个村、6594 户、25047 人，共建设 4 个安置
区。原阳县正加快完成各迁建区配套设施
建设，确保和谐搬迁、幸福搬迁；实施“四个
一批”（技能培训劳务输出一批、产业发展就
近就地转移一批、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安置
一批和购买公益性岗位吸纳一批）转移就业
工程，确保有劳动能力的家庭至少有1人稳
定就业，让群众“丢了锄头有活干”，尽快适
应由农村到城镇生活的转变。

实施黄河流域水系综合治理工程。黄
河流域水系综合治理一期工程是改善区域
生态环境的重点项目，总投资17.59亿元，规
划总占地面积 5821亩，水域面积 2665亩，
设计总库容470万立方米，包含同心湖项目
和原阳县西关排河水系城市综合提升 2个
基建项目。该项目可以形成贯穿新老城区
的生态水系，可以进一步保障生态农业发
展，还可以促进自然生态恢复，打造原阳生
态宜居之城。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滩区
变成了花园、果园、菜园、游园等“四园”和
林场、草场、农场等“三场”，不仅有效保护
了黄河流域的生态，还大幅提升了经济效
益，实现了高质量发展，让“穷滩区”变成了

“金银滩”。

位于原阳县产业集聚区的中央厨房产业
园，用包括中央厨房产业园、莲菜网、井田农
业在内的项目集群，集约化、标准化生产模式，
订单向上倒逼种植养殖基地的生产作业，解决
了现阶段餐饮行业“多、小、散、低”发展现状，
创造了“现代农业+中央厨房+电子商务+金融
服务”的原阳模式，已作为食品安全生产示范
典型的河南经验向全国推广，“老家河南，吃在
原阳”的城市宣传口号正逐步叫响。

“一产接二连三、二产前展后延、三产
融二有一”，中央厨房产业园是原阳县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的缩影。

原阳县坚持“五优四化”，农业产业结构
持续优化。粮食总产 14.12亿斤，实现十七
连丰。设立农业产业发展基金3000万元，大
力实施“四园三场”建设，省级稻米现代农业
产业园顺利建成，金豫河沿黄生态智慧农业

示范园等项目加快推进。开展高效种养业和
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行动，建成“三品一标”
基地15家。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16家，培育国家、省、市级示范
社 110家。成功创建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
县、全国绿色食品（原阳大米）原料生产基地。

产业集聚区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
长31.1%、税收增长25.2%，主要指标达到一
星级产业集聚区创建标准，成功申报省级绿
色园区；新培育入库规上工业企业19家，全
县规上工业企业达到129家；完成企业智能
化改造7家；恒隆科教、优派家居、懂菜中央
厨房等 7家企业建成投产。战略性新兴产
业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达到 12.9%，食品加
工主导产业逆势而上，30家规上食品企业
实现营业收入61.3亿元，增长58.9%。

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7.38亿

元，增长 70.4%。产业集聚区工业旅游态势
良好，大信“魔数屋”成功创建国家 3A级旅
游景区，九豫全“中原酱卤文化博物馆”建设
顺利完成。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稳
步推进，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部分建成投
用。滩区农文旅加快融合发展，鹿岛房车小
镇入选河南省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名单。
冷链物流加快发展，六宝保税仓项目通过海
关批复。城区首座规模化新型农贸市场建成
开放。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达到42.7%。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让原阳县经济结构更
趋合理，三次产业由2015年的22.4∶48.2∶29.4
优化为2020年的19.4∶37.9∶42.7。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达到 129家、较五年前增长 29%，
产值超亿元以上企业达到 25家，超 10亿元
以上企业达到 2家，实现零突破。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未来可期。

今年前5个月，原阳县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15个，计划总投资 283亿元。主要有投资 20亿
元的郑州轨道工程职业学院原阳校区、河南牧业
经济学院投建的食品产业技术研究院、华润电力
投资8亿元的新能源风力发电项目等。

这些高“含金量”项目的落地，增强了原阳发
展的后劲，也得益于原阳县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

原阳县建立县级干部、首席服务单位、首席
服务员的三级重点项目（企业）分包机制，对全县
47个重点项目和 243家四上企业进行“一对一”
服务，深入企业现场调研，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协
调解决存在的问题，对于久推不动的难点、堵点，
痛点等问题，尽快提出解决办法。

建立工作台账。按照“项目目标化、目标节点
化、节点责任化”的要求，首席服务单位和项目单位、
协办单位积极对接，研究制定工作方案，细化工作措
施，倒排推进时间，对推进不力的项目下发工作提示
函，落实推进责任，明确节点目标及完成时限。

实行周例会、月调度、季讲评制度。县发改
委主任组织召开项目推进周例会，营商环境联席
会议召集人每月召开月调度会，县委、县政府主
要领导每季度召集项目建设讲评会，借此梳理项
目存在问题，全面掌握各项目建设节点任务实际
完成情况，并按“好、中、差”进行分类排队，督促
各职能部门、首席服务单位履职尽责、积极作为。

原阳县围绕主导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注册
成立原阳县华鑫产业投资基金，母基金规模为5
亿元，2020年投资项目立项 4个，完成尽调项目
3个，完成投资的项目1个，撬动总投资1亿元的
振东健康核酸提取试剂及补充功能性食品项目
投产落地。由县财政整合资金5786万元设立应
急转贷专项基金，共办理应急转贷业务23笔，累
计使用应急转贷资金 2.3亿元，帮助企业获得续
贷资金总额达2.87亿元，为企业减轻融资成本约
200 万元，有效解决了中小微企业“倒贷”期间
（15天-20天）融资难问题，促进了县域内中小
微企业健康有序发展。

创新“模拟审批”模式，破解项目建设难题；狠
抓政务服务问题整改，优化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加
强劳动力市场监管，持续开展联合惩戒工作；夯实
信用基础建设，营造公平公正法治环境……

抓环境就是为了谋项目，谋项目就是为了赢
未来。

原阳县立足县情，锚定2035年远景目标，科
学把握发展规律，制定了“十四五”时期的发展目
标：在全市新的增长极培育上迈上新台阶。到
2025年，全县生产总值超过300亿元，财政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超过 20亿元，打造 200亿级食品
产业集群，培育一个百亿级新兴产业集群，打造
郑州大都市区新兴增长中心。

站在新的起点，原阳县未来可期。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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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阳光普照博浪大地，孩子们在校
园里快乐学习；医疗条件持续改善，小病不
出村、大病不出县；打通“断头路”，修好“坑
人路”，群众出行更方便……在原阳县，这些
变化群众都能看得见。

原阳县县长郭新杰说，提高保障和改善
民生水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是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020 年，原阳县民生支出 34.85 亿元，
占全县总支出的 85%。年初承诺的 10件民
生实事顺利完成。县财政按照20%标准，压
减一般性支出 9818 万元，节省资金全部用
于基层运转、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

就业创业形势稳定。列支 2000万元建
立农民工返乡创业基金，带动就业创业。发
放创业担保贷款 5390 万元，扶持创业 404

人，带动就业 1212 人。全县城镇新增就业
6730人，失业再就业1434人，农村劳动力新
增转移就业 2505人。城镇新增就业、创业
担保贷款、创业培训等工作居全市前列。“一
单二金三制”制度落实有力，以银行代发农
民工工资为特色的治欠保支工作全市第一。

社会保障更加健全。农村低保对象和
特困供养人员实现应保尽保；企业退休养老
金人均调增 5%，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
纳入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并实施补贴。

教育事业均衡发展。新（改扩）建、提升
幼儿园13所，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覆盖率达
到92.5%；新（改扩）建公办中小学7所；高考
上线实现“十连增”；安阳学院原阳校区一期
建设任务基本完成；与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

医疗服务巩固提升。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
设稳步推进，县域内就诊率提高到98.95%，基
层就诊率提高到93.39%；免费筛查妇女“两癌”
2.46万人；康复救助残疾儿童460人；县人民医
院新院区建成投用，县中医院老年及精神病房
楼即将投用，县中心医院综合门诊楼主体封顶。

“十三五”期间，原阳县民生福祉显著改
善。民生累计支出147.6亿元。基本社会保
险 覆 盖 率 达 到 100% ，恩 格 尔 系 数 降 至
24.5%。累计新（改扩）建公办幼儿园16所，
新（改扩）建中小学 30 所，增加学位 12690
个，县一中完成提升改造，职教中心办学规
模不断扩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建成县融媒体中心，图书馆、文化馆、档案
馆、规划展览馆对外开放，乡村两级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全部达标。

黄河滩区换新颜

民生福祉不断提高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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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为王工业兴旺

三产融合游人如织

部分图片由原阳县摄影家协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