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稳中向好态势延续

“两高”引领转型升级
——八个关键词解读2016年全市工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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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胡楚强）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下发通知，公

布了第一批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市县名单，共有45个市县先行先
试，我市西峡县、唐河县榜上有名。

通知要求，各市县按照《实施

意见》要求,建立党政齐抓共管的
工作格局,成立由党委、政府主要
领导任组长的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领导小组。同时，结合城市发展需

求,编制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总体实
施方案和年度专项实施方案(计
划)。实施方案要做到目标任务明
确,责任分工到位,时间节点清晰,
推进措施有力,保障机制有效,并将

“城市双修”、“提升县级城市管理

水平三年行动计划”和“基础设施八

项工程”纳入提质工程一并推进。

通知强调，各市县要严格依据

规划,结合新区开发、旧城改造、城
中村和棚户区改造、生态修复及其

他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滚动编
制近期和年度建设计划,统筹做好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项目

谋划。加强项目统筹管理,形成
“储备一批、论证一批、建设一批”

的项目滚动发展机制。

通知还要求，各市县创新融资

模式,拓宽融资渠道,着力打造运转
高效、融资能力强的投融资平台,有
效解决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4

首批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市县名单公布

我市西峡唐河先行先试

本报讯（记者张松）新野县大

力实施“重点项目带动”战略，坚持

依托大项目，带动大产业，促进大

发展，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该县围绕纺织、肉牛、蔬菜和

光电电子等产业，进一步完善了项

目联审联批制、县领导联系分包项

目制、项目建设责任制和“一事一

议”推进制，为重点项目营造良好

的建设环境。同时，在推进重点项

目建设过程中，出台了《大督查工

作意见》和《大督查工作实施办

法》，表先促后，加压增责，促进项

目建设工作落到实处。

按照“前期项目早落地、落地

项目早开工、在建项目早竣工、建成

项目早达效”的原则，对在建项目及

时协调督促，强化要素保障措施，争

取尽快竣工投产或投用；对新开工

项目，加快落实开工条件，努力扩大

投资总量；对竣工项目，完善项目工

程和财务资料，做好各项验收准备

工作，确保项目建成达效。

去年，该县共安排重点投资项

目54个，总投资142.6亿元。今年
计划完成投资65.1亿元。�4

新野 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本报讯（记者张松）内乡县按

照“全域都是景观、全域都是旅游”

的产业提升思路，狠抓项目招引建

设，提升整体环境面貌，完善配套

服务设施，推进旅游产业上档

升级。

内乡县坚持“规划先行，有序

建设”的原则，以宝天曼、内乡县衙、

宝天曼峡谷漂流3家景区为重点，
以景观化旅游公路为轴线，全域化

整合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全面提升

旅游品质。加大基础设施资金投

入，重点对游客中心、停车场建设、

旅游公厕、标识标牌等进行完善。

投资2亿元新建和升级改造了旅游
区3个景区的游客中心，在旅游沿
途重要节点新建2个旅游服务中
心，满足了游客需求。投资1.4亿
元修建的县衙游客中心成为当地

旅游的地标建筑。推出生态化、智

能化停车场，规划大小车位5000余
个。在旅游快速通道和沿线主要

集镇、农家宾馆服务区等区域，新建

厕所8座，改造沿线加油站、厕所5
座。配备电子导游、WiFi、网络票
务、户外广播、GPS调度、智能停车
场、手机客户端等，加快旅游区智慧

景区建设。�4

内乡 旅游产业上档升级

经济快览

南召 电商激发创业活力
本报讯（特约记者廖涛 通讯

员赵玉东 郝鸿琰）“电子商务为我

们山区群众打开了一个通向‘新世

界’的大门。”连日来，刚参加完电

商培训的南召县小店乡农民李鹏，

就忙着联系北京购物团实地参观

种植基地，并当场签订合作协议。

南召县商务局、扶贫办、农业

局等10多个部门联合发力，积极
构建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网

络，在县城设立农村电子商务服

务中心，在各乡镇设立服务站，在

行政村设置服务点，率先实现 89
个贫困村电商服务点全覆盖。建

设贫困村无线网络覆盖，让群众

免费上网，解决信息化不对称的

困境。鼓励龙头企业、农民专业

合作社、物流企业加盟扶贫大会

战，引导动员县内企业积极参与

电商创业工作。

该县依据地方特色主导产业、

主打产品，着力打造石门乡、留山

镇艾制品，云阳镇、皇后乡苗木花

卉，乔端镇、板山坪镇食用菌等特

色产业电商扶贫聚集区域。其中，

50家企业在网上销售苗木花卉，
2016年共销售330万株各类花木，
销售额约1.7亿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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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杨振辉

“丹江水水质好，清澈明亮，纯净绵甜！”

许多来丹江口水库的游客都这么说。

南水北调中线通水两年来，丹江口水库

水质稳定达到或优于地表水Ⅱ类指标。作
为水源区的河南省淅川县，如何确保一渠清

水永续北送？

铁腕治污，丹江明如镜
“这一关，俺的投入打了水漂啊！”看着

一个个空荡荡的鸡舍，彭峰怅然若失。

2005年彭峰贷款265万元，回白石崖村

创办了县里第一家自动化养鸡场。“最好的

2013年，一年净挣30万元。”他说。
为保水质，2015年淅川县率先打响了取

缔畜禽养殖攻坚战。“这等于砍断家里的‘摇

钱树’。”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彭峰在2015年
底拆除了鸡舍。“咱不能为了自己，让大家喝

脏水。”他说。

淅川人民深知，确保一库清水永续北

送，再小的事也是大事。几年间，全县关停

380多家污染企业。
在淅川县城区下游，一个日处理能力50

吨的污泥处理中心正在运行。污泥变废为

宝，呵护了库区环境。可建污泥中心的2764
万元，全是淅川县自筹的，这对于一个贫困

县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保水质，护运行，是责任和使命。治污

的事，给钱，我们干；不给钱，我们也要干！”

淅川县委书记卢捍卫说，为了保护丹江水，

淅川县组建2000人的专业护水队，先是取缔
库区水上餐饮船及4万余箱养鱼网箱，后又
全面取缔禁养区内425家养殖场、115个养
殖户。

绿色发展，库区生态好
在淅川县马蹬镇，有个远近闻名的白鹭

滩。此前，它叫白渡滩，是一个荒坡滩头；如

今，郁郁葱葱的丛林之上，成千上万只白鹭

漫天飞舞。白鹭滩，是水源区生态变化的

缩影。

稳定保水质，根本靠生态。淅川确立了

“生态立县”战略：坚持以水质保护、绿色发

展为主线，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为载

体，全面实施综合治理，强力推进生态建设。

“用好市场机制，发挥好财政资金杠杆

作用，推动高效生态产业发展，走水清民富

之路。”淅川县长杨红忠表示。

县里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招商引进多

家龙头企业，采取“公司+基地+合作社+农
户”模式，在全县发展高效生态产业。九重

镇引进仁和康源公司，栽植软籽石榴 5000
亩，每年提供700个就业岗位，带动2000多

人奔小康。

“创新多元融资、专业队造林、市场化造

林等机制，加快生态建设步伐。”淅川县林业

局长武建宏介绍，两年来，淅川建成环库生

态隔离带5万余亩，完成荒山造林19万亩，
累计完成营造林143.9万亩，原来的石漠荒
山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45.3%。

生态好了，旅游火了。仓房镇刘裴村是

个后靠移民村，丹江旅游升温，20多户村民
办起了农家乐。每逢周末，游客如潮，生意

火爆。“咱这儿山青、水甜，生态环境好，游客

自然多！”村民燕占泉笑着说：“农家乐，乐农

家，鼓起的钱袋够咱花。”�4
（原载2017年2月12日人民日报）

本报记者 胡楚强 特约记者 左力

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工程机械

已经轰轰作响；企业车间，生产设

备再度高速运转；城区广场，企业

在招聘会上寻觅人才；工业园区，

企 业 服 务 部 门 深 入 一 线 跟 踪 调

研……春节假期结束后，唐河县上

下迅速擂响新春主攻工业的铿锵鼓

点，力争实现新春工业经济发展

“开门红”。

“农历正月初八，县主要领导

就带队到我们企业了解用工、生

产、销售、税收、环保等情况，比我

们这些做生意的都操心！”亿翔市

政负责人不停地感慨，项目上有什

么困难、生活上有什么问题，第一

时间就有人来帮助。

为确保招引来的大项目早开

工、早投产、早达效，唐河县开展

“政策落实进企业”活动，推行首

席服务员制度，定人、定责、定时

间、定进度，全程服务项目的洽

谈、征地、建设等工作，确保所有

项目有人管、有人抓、有成效；实

行月通报、季点评、半年考核，对

项目进度缓慢的责任单位一把手进

行约谈。

服务好不好，关键看成效。

2016年，唐河县政府帮助亚澳农机
申请了1000万元先进制造业专项资
金，恒通光电正在等待资金下拨，

亿翔市政和中盛汽配申请已上报；

对64家重点监测企业给予全方位的
扶持，加强对星级企业的后续管

理，定期深入星级企业，结合评定

标准对星级企业管理指导，引导企

业晋档升级；兴利源电子、恒通光

电、皓月棉业、钜全金属、统包包

装等 5家企业成长为市级百佳企
业；组织国土、规划、人社、财政

等部门及项目招商单位召开协调会

87场，协调企业土地手续办理，基
本扫清了土地手续办理中的遗留问

题；宣溢环保等12家企业在区域板
块成功挂牌或展示，其中南商农牧

在“新三板”成功挂牌，实现了我

县企业“新三板”挂牌上市的零突

破，走上了企业自我膨胀发展的良

性轨道；先后5次组织6家金融机
构、90家企业参加银企对接会，实
现银企点对点对接；县中小企业担

保投资有限公司扩资至 1.072亿
元，为37家企业担保1.1亿元；开
展“助保金”贷款业务，目前已为

兴业科技提供500万元贷款；成立
兴唐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金3000
万元，共为29家企业提供贷款周转
金9390万元。
“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优质

服务是软件，基础设施是硬件。我

们不仅要重视软件，更要用硬件来

吸睛。”唐河县委主要负责人说，

栽好梧桐树，才能留得金凤凰！唐

河县根据主导产业定位，搭建了农

机产业园和唐州电子产业园两大平

台。2016年，累计投入5亿元，完
成工业路升级改造、兴达路东延、

镍都路等多条道路建设，开工建设

盛居路、拱文路、文峰路南延等3
条道路；电管所开工建设，唐穆线

等三条线路进行升级改造；继续推

进创业家园保障性住房建设，保证

辖区务工人员住房需求。产业集聚

区公共服务能力、产业承载能力不

断提升。

目前，唐河县机械电子、农副

产品加工、矿产资源开发、新能源

产业四大主导产业集群产业聚集效

应初显。据统计，2016年仅机械电
子制造项目新开工 12个，总投资
16.6亿元；建成投产项目7个，总
投资14.5亿元；新签约入驻项目12
个，总投资14亿元。机械电子制造
企业累计达72家，占产业集聚区工
业企业总数的46%，实现产值100
亿元，同比增长15.7%。�4

唐河“大抓项目”催生聚变

县域经济

本报讯（记者苏中 胡楚强 特

约记者杨晓申）镇平县坚持把发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推进农业现

代化、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

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使农业经营

逐步由单一的家庭经营向多元主体

经营转变，探索建立了“县农技中

心、植保站+乡镇区域站+经营主体+
农户”的服务体系。

枣园镇王家家庭农场流转土地

1400亩，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采取深
耕深松、秸秆还田、配方施肥等方法

后，有效改善了土壤结构，2015年、

2016年小麦平均亩产达1150斤、1050
斤，比周边农户亩产普遍高出200斤
左右。王岗乡绿雅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葡萄种植技术由西安农科院提供，西

瓜种植由安徽技术人员全程负责，提

高了产品品质。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

在增加这些新型农业主体效益的同时

也加快了农业产业化进度。

为适应“互联网+”发展趋势，该
县还以成功创建国家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县为契机，加快推进与苏

宁易购、阿里巴巴“农村淘宝”等电商

平台的合作，鼓励家庭农场、专业大

户、合作社入驻电商平台，上线发布

特色农产品，了解把脉市场消费需

求；引导一滴香油脂食品、菇鲜美香

菇酱、枣蜜黄酒、宜枫农业等企业陆

续入驻特色产业电子商务园区或建

立网购平台，积极开展网络销售。同

时，把网销商品质量作为做大做强电

子商务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加强质量

监督监管，强化注册认证，提高网销

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加强新型

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领办

人的教育培训，将经营主体的管理者

和员工纳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雨露计划”等政府举办的人才培训

工程。出台财政支持、贷款贴息、税

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涉农学科大

中专毕业生领办、创办经营主体或到

经营主体就业。

截至目前，该县目前已拥有各类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000多家，涵盖苗
木花卉、金鱼养殖等多个类别，已建

成李寨生态园、遮山薰衣草庄园、团

兴蔬菜种植等 40余个生态农业园
区。这些示范园区充分发挥辐射带

动作用，推动全县农业整体水平的提

高，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4

镇平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发展

内乡县牧原集团按照“龙头企业+园区+贫困户”的扶贫模式，建立种养一体生态循环科技园，带动贫困户人均年增收5000元以上
特约记者 樊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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