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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党的百年华诞 谱写“十四五”新篇章

日新月异古息州 吴楠 摄河南省大别山引淮供水灌溉工程建成效果图 鸟瞰刘邓大军渡淮纪念馆 吴楠 摄

闻 名 遐 迩 的 千 年 古

县 ——息县，从殷商时期的息

方国肇始，至公元前 1046 年

周武王始封息侯国，再到公元

前 682 年楚文王首设息县，

3000多年来“息”字就是这片

土地上永恒的标志，古今相延

不易其名、不改其制，堪称中

国郡县制的活化石，被誉为

“中华第一县”。

进入新发展阶段，坚持

新发展理念，息县积极构建

新发展格局，牢记“两个更

好”殷殷嘱托，认真落实县域

治理“三起来”重大要求，按

照省委、省政府“推动息县发

展为 50 万人以上中等城市”

的定位目标，依托城区范围

内濮公山青、淮河水秀、龙湖

形胜、桃花岛幽，澺河、清河、

明代护城河三河相顾，凤栖

息园、森林公园东西辉映的

绝佳地理格局，治山理水，强

红植绿，不断提升城镇综合

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

规划建设依山傍水、承东接

西的淮河新区，奋力抒写“以

绿荫城、以水润城、以文化

城、以业兴城、以匠营城”五

篇大文章，努力推动息县实

现大进步、大跨越、大发展。

淮河新区 喷薄欲出
——息县以高标准国土空间规划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纪实

作为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的淮河，
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气候、文化南北分
界线。淮河自西向东贯穿县城，并蜿蜒
跨境县域75.4公里，造就息县东西通达、
南北交融独有的文化，也无疑使得息县
成为“千里长淮第一城”。

按照“两个更好”重大要求，借《大
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淮河生
态经济带发展规划》《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2018-2022 年）》三大国家战
略空前叠加之机遇，息县立足自然资
源禀赋，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大手
笔擘画淮河新区宏伟蓝图。同时，息
县自然资源局积极履行统一行使全民
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
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
护修复职责，坚持高质量推动自然资
源改革，高标准谋划淮河新区建设，高
品质实施生态保护修复，高速度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高效率开展行政执法
监察，高规格助力美好息县前行。为
奋力实现“两个更好”，加快建设淮河
新区全面保驾护航。

淮 河 新 区 近 期 规 划 区 控 制 范 围
138 平方公里，科学规划产业集聚区、
商务中心区、港口物流区、科教创新
区、生态休闲区、文旅融合区，并依托
外延乡村构筑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框
架，配套建设淮河景观带、现代农业
区、乡村旅游区等。规划建设郡县制
文化博物馆、淮河文化展示馆、乡村振
兴发展研究中心、生态绿色产业集群、
高新农业发展示范园、新基建枢纽等
重大项目。未来，淮河新区将凭借诸
多当世无双、卓然而立的优势，以大广
高速、淮内高速、安罗高速、宁西铁路

“三高一铁”围合区域，发展建设国家
级新区，远景规划范围约 790 平方公
里。谋划发展淮河文化展示区、乡村
振兴引领区、生态绿色发展先行区、城
乡融合发展示范区、创新业态孵化区
等。“息壤”这块宝地将焕发更加举世
瞩目的历史传奇！

“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自强不
息”的精神传承，“川流不息”的发展前
景……新时代“出息人”在濮公山下、淮
河岸边展现一次次“息县风采”，焕发一
个个“息县传奇”，让美好息县一次次嬗
变，一次次华丽转身！今天的“中华第
一县”息县将会以规划建设淮河新区创
造出更多“天下第一”！

息县地处中国南北气候分水岭，居中原经济
区、皖江城市群和武汉都市圈的三角核心地带，全
县辖 23个乡镇（街道办事处、管理区），总面积
189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06.08万亩，总人口133
万（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县域内大别山余脉濮
公山雄踞城南，淮河主干贯穿主城区蜿蜒过境，地
质结构、土壤分类迥异，淮南浅丘陵，淮北大平原，
又因处于南北两个气候带过渡地区，南北植被有所
差异，兼具中南常绿阔叶林、华北落叶阔叶林类型，
全县植物种类（不含菌类、藻类）有140多科500余
种，是典型的人口大县、农业大县、生态大县。

“昔年尝羡任夫子，卜居新息临淮水。怪君
便尔忘故乡，稻熟鱼肥信清美。竹陂雁起天为
黑，桐柏烟横山半紫。”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十八日，苏轼由
开封至黄州赴任，途中转道息县拜访世交任师中旧
居，眼见其时息县滨临淮河，稻香鱼肥，竹陂雁起，濮
山烟横，天纵奇才的苏轼因息县殊胜的景色生发感
慨，欣然留下这首传颂至今的《过新息留示乡人任
师中》。有感于濮公山突兀殊奇，与周边环境迥异，
东坡先生更挥毫写下“东南第一峰”的赞誉。

2019年 6月，息县聘请“雄安团队”之一中
国城市规划设计院着手编制“四水同治”示范县
规划。7月，与华中农业大学合作创办乡村振兴
研究室，并开展乡村振兴规划编制工作。8月，
聘请近30家国内省内规划编制单位开展全县第
一批 153个“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和 8

个河南省千村试点村庄规划编制工作。9月，聘
请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全省率先启动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

各个规划编制专班在全县开展深入调查研
究、科学分析论证、广泛座谈交流、专题业务报

告、专业技术咨询等工作。各种规划在顶层设计
上及早预留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拓展空间，为
虹吸资源、争取项目、积聚人口等打下坚实基础，
也为美好息县建设、发展为50万人以上中等城
市和建设淮河新区进行了良好的谋篇布局。

息县干部群众以百年品质，千秋大业的信
念，克难攻坚、笃定前行，精雕细琢铸城市，浓墨
重彩绘河山。

短短几年间，息县这座千年古县，便以风驰电
掣的发展速度、日新月异的惊人变化、焕然一新的
城市面貌，引来省内外市县争相考察交流。创造
了“息县风采”“息县奇迹”等县域经济发展丰富内
容，风头正盛，上下皆惊。

让人感受到城市的美好，城市因人而繁荣昌
盛，造就息县出彩，人民“出息”，百万息县人深切
体会：回到息县有归属感、走出息县有自豪感、生
活在息县有幸福感、工作在息县有成就感。

以“服务人”为理念，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升
级，加快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加速建设静脉产
业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污水处理厂
再生水利用等项目，还城市蓝天碧水。凝心聚
力抓项目，建设淮河大坝，力争高铁通达，谋划
通用机场，以重大项目建设攻坚稳投资促发
展。明确产业定位、拓展产业空间、提升产业
质效、构造产业支撑，竭力促进“产城融合”。
全方位进军打造“中国生态主食厨房”，建设

“美丽服饰”生产基地两大战略定位目标，将息
县打造成开放招商和产业发展的“政策洼地”
和“服务高地”。

2018年仅用155天，就完成占地1014.14亩
的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中一期工程建设并满
足招生需要，“中国最美丽高中校园”在千年古息

大地上闪亮绽放。一举创造了中国建筑史上的奇
迹，是河南乃至全国为数不多、高标准建设的公办
寄宿式高级中学，也是与华中师范大学合作的几
十所学校中规模最大的一所“万人高中”。

2020年 10月，总面积 1024亩的信阳师范
学院淮河校区占地 297.48 亩一期工程建成招
生，迎来首届学子。息县自此跻身全国6个拥有
大学的县城之列。雄厚的教育资源拓宽了“出
息”之路，教育振兴让息州大地更加魅力四射。

总面积 200亩，建筑面积 7.9万平方米，拥
有1200张床位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息县医院，
是一所国家二级甲等综合医院。2015年 5月，
息县人民医院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河南省人
民医院等 8所三级甲等医院建成医联体，跨越
式提高老区医院医疗技术水平。

通过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建立紧密的
专科联盟协作关系，占地200亩的华中科大同济
医院附属息县医院成功运营，实现了专家下沉、人
才培养、双向转诊、信息共享。优质的医疗技术和
护理保健服务筑牢百万人民身体健康屏障。

为完善区域路网结构,拉大城区框架、打造
宜居城市、提升城市品位、增强城市配套设施功
能，全长 1590米的息县渡淮大桥，宛若巨龙雄
跨淮河两岸，与淮河之滨的渡淮纪念馆遥相呼
应，增加了地域特色，促进了红色旅游业发展，
更打破了发展瓶颈，创造良好投资环境，夯实沿
淮生态经济带建设基础。

总投资 50.26亿元的河南省大别山革命老
区引淮供水灌溉工程，是国家、省、市规划的“十
三五”重大水利项目，是全国 2019年重点推进
的 12个水利项目、全省 2019年“四水同治”十
大水利工程，也是息县建设“四水同治”示范县
的核心工程。“千里淮河第一闸”建成后将有效
改善流域生态环境，造福沿淮老区人民，更将让
息县成为淮河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濮公山矿山公园淮水环抱、云蒸霞蔚，领略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森林公园三塘连湖、杉木苍
翠，独具韵味的天然生态氧吧；龙湖公园浮光跃
金，静影沉璧，风景如画，游人如织，扮靓了城
市，满足全县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成为
人们健身娱乐，流连忘返的休闲胜地。息侯大
道、马援大道等10余条市政道路，构建“八纵八
横”主干路网格局，完善区域路网结构、拉开城
区框架、缓解交通压力、增强城市功能。宽阔平
坦的道路四通八达，繁花似锦的绿地妙趣从生，
市政设施齐备完善，住宅小区鳞次栉比，庄严宏
伟的息县县委党校，恢弘大气的文化艺术中心，
美轮美奂的迎宾馆，应有尽有的欢乐谷，拔地凌
空的金融大厦，现代新颖的新城国际……处处
精益求精、样样匠心独运的百年工程让千年古
息华丽蝶变，美好息县愈加风姿绰约、精彩纷
呈。今日倘若东坡先生故地重游，看见濮山淮
水间宏图绘就的淮河新区，又会为千年古息之
巨变，留下怎样的神来之笔呢？

生生不息 千年古县蓄势赋能

自强不息 风云际会铸造经典

川流不息

淮河明珠焕发传奇

息县自然资源局供稿，图片除署名
外均由其提供

息县淮畔崛起教育新高地

出彩息州美好家园 王长礼 摄

淮河新区淮河新区 喷薄欲出喷薄欲出 徐其良徐其良 摄摄

□中共息县委员会 息县人民政府

一桥飞跨助力新区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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