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豫北粮仓”挖掘增收潜力

滑县素有“豫北粮仓”的美誉，近年来，

该县充分利用良田、良种、良法、良农、良策

的“五良法则”，实现农机农艺、良种良法的

有效融合，不断提升粮食生产科技贡献率，

进一步挖掘粮食生产潜能，为粮食增产丰收

筑牢了根基。

滑县立足“豫北粮仓”资源优势，一方面

进一步挖掘粮食生产潜能，提高农民种植效

益；另一方面，该县将粮食生产瞄准高端市

场，提升品质、打造品牌、增加效益，着力将

全县打造成为优质粮食生产基地，铸就了一

个个响当当的“滑县品牌”，使全县农业市场

竞争力明显提升。

目前，滑丰牌种子、滑州牌原粮、华健牌

面粉、瓦岗寨牌白酒、彰德府牌白酒等一系

列滑县品牌产品，如一颗颗耀眼的明珠，在

农民增收致富的道路上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产业集群缔造“致富高地”

辛安面品产业化集群是滑县农业产业

化集群发展的一个缩影。该集群以安阳辛

安面业有限公司为支撑龙头企业，产业链涵

盖种植、加工、生产、物流、仓储等环节，基本

形成了“良种繁育—生产基地—仓储物流—

面粉加工—食品生产”链条式发展，带动农

户6万余户，年销售收入达10亿元。

近年来，滑县围绕发展潜力大的粮食、

畜禽、林果、瓜菜、油料等优势产业，大力推

进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积极拉长产业

链条，注重发展和培育龙头企业，有效解决

了全县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低的状况，缔造了

农民增收的“致富高地”。

去年，滑县辛安面业产业化集群和滑县

艾迪嘉林产品产业化集群被省政府命名为

省级农业产业化集群，为农业产业化发展增

添了更大活力。目前，依托农业产业化集群

的蓬勃发展，该县永达道口食品、瑞阳牧业、

辛安面业食品、艾迪嘉家具等一大批农业龙

头企业呈现强劲发展势头；全县优质粮食生

产基地、高效农业种植基地、标准化规模养

殖基地等几十万亩基地建设得到了巩固和

发展。

循环农业夯实强县之路

“从卖原粮到卖产品、卖品牌，滑县要立

足农业资源，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提升农业

产业化水平，让农民在土地之外有收入。”说

起现代农业的发展思路，滑县县委书记董良

鸿满怀信心地说。

作为农业大县，滑县每年生产大批粮食

的同时，还产生大量秸秆等附产品，如何循

环利用这些资源，变废为宝？该县引进了永

达道口食品、瑞阳牧业等一批大型乳企和种

猪、养鸡企业，着力培育以农产品深加工为

主的产业集群，通过将原粮转化成蛋白，将

秸秆和粪便转化为沼气、沼渣，有机肥还田，

让小麦、玉米摆脱化肥依赖，组成一个有机

的产业化链条，从而实现生态循环种植，夯

实农业强县之路。

滑县县委书记董良鸿说，滑县以优质小

麦、有机农业的大品牌为依托，通过改变农

产品加工转化率低的状况，强健全县农业

“筋骨”，串起增收致富的“金链条”，将农业

大县打造成为农业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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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直管县·滑县农村版

“豫北粮仓”铸就滑县品牌
滑县县委书记董良鸿说：“从卖原粮到卖产品、卖品牌，滑县要立足农业资源，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提升农业

产业化水平，让农民在土地之外有收入。”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

崔长斌）今年1至9月，滑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向国税纳税额为

4034.91 万元，向地税纳税额为

967.41万元，纳税总额为5002.32

万元，对地方贡献额为2581.37万

元，在全县排名第一。

滑县农村信用联社以服务“三

农”为己任，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为导向，以经营效益为中心，积极

稳妥地推进组建滑县农村商业银

行工作顺利开展，全联社形成了团

结一心、真抓实干的氛围，今年1至

9月，联社各项存款余额70.76亿

元，比上年净增11.64亿元，各项贷

款余额 34.86 亿元，比上年增加

3.41亿元，实现利润总额7928万

元，经营利润14115万元。其中

“金燕快贷通”贷款余额7.2亿元，

累计发行金燕卡242463张，较年

初增加 28500 张，卡存款余额

14.10亿元，助农取款设备累计安

装 1017 台，POS 终端 695 台，

ATM机29台，金燕自助通累计安

装236台，实现了综合竞争实力、

规范管理水平和对县域经济社会

贡献度全面提升，为全县信用社更

好更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

苏迅）9月初，来自乌兹别克斯坦撒

马尔罕市的联合瑞高集团负责人

来到河南华泰粮油机械工程有限

公司，对该公司为他们生产的日产

100吨葵花油浸出和精炼成套设备

进行验货，10月30日这套设备已

经投产使用，将在乌兹别克斯坦的

葵花油生产加工中发挥重要作

用。这也是河南华泰的浸出设备

第三次出口到乌兹别克斯坦。

与大豆油、花生油等油品相

比，葵花油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最

高，其营养成分包括的亚油酸是人

体必需脂肪酸，有帮助人体调节新

陈代谢、保护血压稳定及降低血中

胆固醇的作用，有益心血管健康。

位于滑县的河南华泰公司是我国

最大的油脂机械制造基地，荣获

2013年度“中原十大创造力企业”

称号，是一家集研发、设计、制造、

安装于一体的大型粮油机械生产

制造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该

公司研究、设计、开发的系列米糠

深加工成套设备、米糠一级油分子

蒸馏成套设备、棉籽脱酚蛋白成套

设备、城市餐饮垃圾处理及生物柴

油成套设备、大型输送高端设备、

棕榈果榨油成套设备、系列植物色

素提取成套设备等8大系列、80多

个品种，均在国内外同行业中处于

领先地位，并先后获国家专利23

项，其中发明专利7项，获国际奖3

项、国家奖2项、省级奖2项。

张善养，滑县电业管理公司退休员工，他2003年退休后，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奉献余热。11年间，张善养献血20余次，献血总量达

4800毫升，达到了中国红十字会个人无偿献血国家铜奖的标准。同时，他还加入无偿献血志愿者团队，截至今年10月，累计志愿服务工

时达5034小时。2012年以来，他先后获得中国红十字总会“优秀红十字志愿者”荣誉称号，荣获卫生部颁发的“无偿献血志愿服务五星

奖”，2013年被评为“安阳市百名最美老人爱心老人”、安阳市“优秀志愿者”、河南省“优秀红十字志愿者”等。图为10月30日，张善养老人

在滑县解放路为过往行人发放献血宣传页。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李刚摄

今年以来，滑县坚持“以人为本、优化布

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产城互动、科学有

序”的原则，突出以城带乡、城乡互动，注重精

致建设、精细管理，实现规划共绘、资源共享，

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增强县城承载能力
打造区域性中心城市

“有水便有灵气，1000多亩的湖水，湖中

有岛，岛上草木葱郁，犹如一幅美丽的风景

画，我和家人经常来‘西湖’休闲。”10月30

日，家住滑县县城的马秋成说。

滑县利用卫南调蓄工程建起1170亩的

水域，成为“滑县西湖”，不仅有效补充地下水

源，改善了生态环境，而且还进一步提升了该

县城市品位，使县城变得更加秀美、宜居，是

滑县打造的“三大亮点”之一。

滑县围绕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这一目

标，突出“一个重点”，力求“两大突破”，打造

“三大亮点”。“一个重点”，就是以滑东新区建

设为重点，通过行政、教育、卫生、商业、环境

带动，完善基础及配套设施，推进建业桂园等

项目建设；“两大突破”，就是在道口古镇和大

功河整体开发、中州大道城关段两侧棚户区

改造上实现新突破；“三大亮点”，就是打造滑

州西湖、森林公园、滑园三大生态工程。

突出小城镇建设特色
建设美丽乡村

最近，滑县小城镇建设再传捷报：城关

镇、留固镇、牛屯镇3个镇入选2014年全国重

点镇。全国重点镇是小城镇建设发展的重点

和龙头，在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承接城市产

业转移、缓解城市压力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该县按照产业、新农村、土地、公共服务

和生态规划“五规合一”的要求，突出小城镇

建设特色，有序推进新农村建设。留固镇立

足区位优势，加快推进副中心规划建设；道

口、白道口、王庄等有一定工业基础的乡镇，

通过专业园区建设，增强集聚产业和人口的

能力；高平、慈周寨、牛屯等乡镇，着力建设专

业特色乡镇。

目前，该县村镇建设已取得明显成效，滑

县被确定为全省“美丽乡村”建设试点，道口

镇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城关镇、道口

镇蝉联全省百强乡镇，留固镇成功创建为全

省生态文明镇，温庄村入选全国首批“美丽乡

村”创建试点，樵邱村等8个村庄列入全省首

批传统村落。

打通经济发展血脉
夯实城乡发展基础

“以前上高速很不方便，厂里销售运输成

本高，政通大道通车后，非常快捷便利，1小时

就能把货送到新乡，运输成本降低了，企业效

益更好了。”滑县安新家具厂位于政通大道沿

线，谈及通车带来的便利，该厂经理杨红亮

说。

政通大道，即滑县县城至长济高速牛屯

站段升级改造工程，是滑县向南出行、直达省

会郑州的重要通道，于今年6月20日全线贯

通。向东，滑县县城至大广高速公路快速通

道已于2012年10月竣工通车。向西，县城至

京港澳高速公路快速通道（滑县段）提前竣

工。至此，三条快速通道在县城交会，有效破

解了长期制约滑县发展的交通瓶颈，标志着

滑县“田”字形开放式交通格局已基本成型。

本报讯 10月31日，位于滑县产

业集聚区的河南华泰粮油机械工程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焊花飞溅，机声隆

隆，技术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忙碌

着。

作为国内产能最大的米糠油精炼

成套设备制造企业，该公司把创新作

为企业源源不断发展的驱动力，不断

加大资金投入，每年拿出利润的10%

用于科研开发，相继开发出系列米糠

深加工成套设备、米糠一级油精炼成

套设备、生物柴油成套设备等国家专

利产品，先后获得国家专利26项。“作

为上市后备企业，华泰公司在继续抓

好科技创新的同时，还要实现专利技

术产业化，让粮油机械制造行业出现

更多的河南制造、华泰制造。”该公司

董事长闫子鹏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充满

信心。

河南华泰粮油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是滑县大力发展新型工业，提升产业

转型升级的一个生动缩影。近年来，

该县把发展新型工业作为壮大县域经

济的主要支撑，不断提升产业集聚区

发展水平，围绕主导产业开展招商引

资，努力提高政府服务效能，加速推动

优势企业扩张产能、延伸链条，全力加

快新型工业大县建设步伐。

该县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着力

推进工业转型、产业升级，持续提升新

型工业化水平。在招商引资工作中，

明确战略目标，突出战略重点，围绕主

导产业，重点引进科技含量高、具有高

成长性、高附加值的项目，努力形成链

条完整、有辐射带动效应的产业集

群。目前，以永达食品、牧原食品、光

明乳业、辛安面业为龙头的食品加工

产业，以美的工业园、华泰粮机为龙头

的装备制造产业，以中盈化肥为龙头

的煤化工产业三大主导产业初步形

成，成为该县新型工业经济强势崛起

的巨大引擎。

该县发改、工信等相关部门进一

步增强服务意识，制定服务新型工业

发展的措施，简化项目行政审批程序

和办理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对企业

需要解决的问题，采取领导包干、限期

办结、挂账督办、定期通报等措施，抓

好督促落实。同时，进一步加强银企

合作，各金融机构积极创新信贷机制

和金融产品，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

金融服务。此外，进一步提高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

为导向、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的产学

研联合体和科技服务平台，引导企业

以自主品牌创新为着力点，大力实施

品牌战略，提高市场占有率，切实增强

核心竞争力。

（张旭涛）

本报讯“这次发放救助金，对

于我们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帮了俺

的大忙，俺非常感谢！”近日，滑县

枣村乡东姜庄村村民邵晓手里攥

着该县慈善总会发放的2万元救

助金，终于舒展开了数月来拧成疙

瘩的眉头。

今年6月，邵晓9个月大的儿

子被查出患有格林巴利综合征，为

给孩子治病，邵晓花光了家中所有

积蓄，让本就拮据的家庭雪上加

霜。后来该县慈善总会举办救助贫

困儿童活动，为邵晓等6名特困家

庭大病儿童家长发放共计10.6万

元的救助金，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救助贫困儿童只是滑县诸多

民生工程中的一项内容。近年来，

该县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

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将有限财力和公共资源向民生工

程倾斜，下大力气解决就业难、上

学难、看病难、生活困难等问题，一

道道丰盛的民生大餐，使百姓幸福

指数大幅提升。

该县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

加大全民创业宣传力度，深入推进

创业培训，不断优化创业服务，切

实增强了广大劳动者的就业技能，

全面完成了就业、再就业阶段性责

任目标。

该县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

的战略地位，着力破解教育难题，不

断健全投入机制，千方百计加大财政

对教育投入力度，逐步改善办学条

件，有力促进了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

展。目前，该县义务教育阶段已全部

实现免费就近入学，普通高中扩招至

5700人，同比增长18.75%。

该县以服务全县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为目的，积极投入改善医疗

卫生条件，切实加强卫生基础设施

建设，提高城乡公共卫生服务水

平。2014年，城镇基本医保参保

人数达139400人，征缴医疗保险

费4574万元，为408人申请医疗

保险补贴人员发放补贴12.55万

元；该县新农合大病住院报销封顶

线达20万元，为全省最高，县乡村

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实行了国

家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有效缓

解了广大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普

遍问题。 （秦斌）

□栾杰

退休老人张善养 志愿服务11载 义务献血4800毫升

提升基础支撑 建设美丽乡村
□张慧霞

新型工业引领
县域经济跨越发展

滑县农信联社

纳税总额突破5000万元

河南华泰公司

葵花油浸出设备
出口乌兹别克斯坦

民生工程惠及百姓生活

腾飞之城腾飞之城 刘小滑刘小滑摄摄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

刘孟课）近日，滑县917名驻村干

部积极响应县委号召，统一把驻村

任职工作时限由原来的9月份延

长至12月底，在派驻村的换届选

举工作中积极发挥教育引导、沟通

协调、参谋助手等作用，为该县村

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的整体推进

增添了力量、注入了活力。

发挥教育引导作用，搞好宣传

动员。该县驻村干部在县村级组

织换届选举工作培训会后，利用自

身知识储备多、理解能力强等优

势，通过集中学习、广播、标语、板

报等形式，及时对所驻村的村“两

委”干部和党员群众进行广泛宣传

教育，带领和引导大家学法、知法、

守法，使换届选举的重要意义、政

策法规、方法步骤和纪律要求等家

喻户晓，形成了人人关心换届、主

动参与选举的良好氛围。

发挥沟通协调作用，掌握村情

民意。驻村干部通过个别谈心、集

中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多

种形式，深入细致地对所驻村的情

况进行调查摸底，掌握群众真实意

愿，弄清村里发展需求。据统计，

截至目前，该县驻村干部入户走访

累计5万多人，收集意见建议91

条，为各乡镇把握全局、统筹推进

换届选举工作，尤其是做好难点

村、重点村的换届选举工作打下了

坚实基础。

发挥参谋助手作用，进行监督

指导。该县驻村干部与乡镇指导

组、村党员干部、村内监督员等密

切联系配合，严把换届程序，严肃

细节要求，严厉纠正和制止各种干

扰、妨碍换届选举的不良行为，确

保该县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思

想不散、程序不断、纪律不乱。

发挥民意调解作用，维护和

谐稳定。连日来，该县驻村干部

在掌握村情民意的基础上，充分

发挥自身“工作在村却超然于村”

的优势，共排查化解可能影响换

届选举的矛盾隐患62件，做到了

苗头早发现、问题早解决、事态早

控制，同时还主动对38名落选村

干部进行了思想疏导，引导其以

大局为重，实现了新老村党支部班

子的顺利交接。

驻村干部助力换届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