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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淼）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张立勇近日到内乡县调

研脱贫攻坚工作。

张立勇一行慰问了余关镇子育

村张定林、张黑旦等贫困群众；实地

考察了余关镇王沟村的产业扶贫点

和扶贫基地，详细了解内乡县产业

扶贫相关情况。

实地走访后，张立勇听取了内

乡县扶贫工作情况汇报，并给予充

分肯定。张立勇要求，充分认识脱贫

攻坚工作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

把脱贫攻坚作为当前的核心工作抓

牢抓实。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领会好省委关

于脱贫攻坚的战略布局，以强烈的

政治责任感推进脱贫攻坚工作；要

以更严的要求履行脱贫攻坚职责，

把措施做实、办法做细，加快推进

各项部署落实。脱贫攻坚工作任务

艰巨、责任重大，要经得起考验，

在脱贫攻坚战中，锻造一支干得成

事业、完得成任务的“忠诚干净担

当”队伍。

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副行

长李刚，省交通运输厅副巡视员、

总工程师尹如军，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河南省分行副行长刘占迎，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先锋，市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庞景玉等参加。③8

张立勇莅宛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严格履行职责 锻造担当队伍

凝心聚力务实干 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讯（特约记者高帆）5月7
日，淅川县盛湾镇陈家沟村贫困户

石香勤正在自家软籽石榴地里忙

着除草。“政府免费发放果苗，公司

免费指导技术，我前年种的3亩石
榴，今年就见效益。”这是淅川县贫

困户通过发展产业脱贫致富的一

个缩影。

淅川着眼市场需求，结合优

势，在反复调研、论证的基础上，

提出短中长结合的产业发展思

路，短线抓菌菜、中线抓林果、

长线抓旅游。

围绕短线项目，该县重点抓香

菇、蔬菜、中药材、来料加工等。去年以

来，在滔河、毛堂、厚坡等11个乡镇建
成香菇基地50多个，带动4000余户
贫困户发展香菇2000万袋。

围绕中线项目，结合保水质要

求，重点发展软籽石榴、薄壳核桃

等高效生态产业。依托九重、盛湾、

老城3乡镇的软籽石榴产业园，全
县已发展软籽石榴3.5万亩，去年
部分基地软籽石榴已挂果，产品供

不应求。

围绕长线项目，强力推进旅游

开发。为打破交通瓶颈，该县多方

争取项目。连接豫鄂两省的西十高

速，今年将开工建设；全长206公里
的环库公路已开工，明年将全线通

车，从而实现大交通带动大旅游，

大旅游带动大脱贫。

发展产业，关键是资金。淅川

县专门出台了《关于开展“党群扶

贫+”小额信贷的实施意见》，县财
政拿出6000万元作为风险补偿金
放在信用联社，由乡镇村组干部、

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为贫困户项

目担保，信用联社按1∶ 6放贷可达

3.6亿元，每户最高可获得政府贴息
贷款3万元。

如今，淅川县已初步形成以香

菇为主、蔬菜和光伏等多业并举的

扶贫产业格局。尤其是以西簧梅池

香菇长廊、毛堂老坟岗香菇基地、

厚坡今禾香菇基地等为代表的香

菇产业已成规模、发挥效益，以上

集和盛湾为代表的光伏发电、以九

重和金河为代表的有机蔬菜等产

业成为亮点，为促进贫困群众稳定

脱贫增收开辟了新路径、拓宽了新

渠道。③6

短线抓菌菜 中线抓林果 长线抓旅游

淅 川产业扶贫闯新路

本报讯 （特约记者左力）“授

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结对帮扶贫

困户是我们企业应尽的责任。”位

于唐河县产业集聚区的南阳银通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戴凤舞告

诉记者，他们公司分包大河屯镇后

张湾村，目前已经制定初步的扶贫

措施，针对贫困户实行免费培训，

同时安排就业。

为进一步深化提升脱贫攻坚

“三带三帮三扶一兜底”活动，唐

河举全县之力、聚各方之智，以

企业为帮扶责任主体，以全县90
个贫困村为帮扶对象，以“签约

结对、村企共建”为主要内容，

动员全县百家具有社会责任感和

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参与帮扶工

作，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确保

每个贫困村都有1家企业帮扶，不
脱贫不脱钩。

该县要求，劳动密集型企业要

在结对帮扶村建立至少1个扶贫车

间，吸纳贫困人口在家门口就业；

非劳动密集型、经济实力比较强的

企业要扶持结对帮扶村发展1个以
上扶贫产业或项目；企业要在结对

帮扶村吸纳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

口就业不低于10人。
目前，唐河县已经有158家企业

通过“百企帮百村、千名干部助脱

贫”活动结对帮扶90个贫困村，营造
出了全民参与的扶贫大格局。③8

唐河构筑扶贫大格局

村企共建扛起社会责任

特约记者 王冬安 乔 彬

通 讯 员 李好可

首夏犹清和，芳草亦未歇。初夏

的新野大地到处朝气蓬勃，新纺公司

12万锭智能化纺纱项目正在安装调
试设备；产业集聚区20万平方米标
准化厂房已有11栋开工建设……全
县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为县域经济跨

越发展积蓄强劲动力。

新野县认真贯彻落实市六次党

代会和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

坚定不移实施“项目立县、产业兴县、

城乡一体、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

项目建设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加

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延补链条优化

产业结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支

撑经济转型跨越发展，为决胜全面小

康奠定坚实基础。

改造传统产业调优存量

新野县聚焦纺织服装产业，鼓励

引导骨干企业进一步加大技改力度，通

过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调优传

统产业，重点抓好纺织服装产业改造提

升。新纺公司12万锭智能化纺纱项目
机器设备安装调试已完成85%，5月份
可投入试生产；华星公司500台喷气织
机项目已有430台投入使用；鹏升公司
退城入园项目预计今年正式投入使用。

在新纺公司、罗蒙服饰、华星公

司、鹏升公司等龙头骨干企业的带动

下，规模企业普遍引进清梳联、自动

络筒、紧密纺、喷气织机等先进纺纱、

织造设备，同时康园纺织、和平棉业

等38家中小纺织服装企业积极与其
关联配套，大企业支持中小企业分拨

订单，实现了龙头带动、良性发展。目

前，全县拥有国际先进的清梳机50
套、自动络筒机300台、大圆织机100
台、无梭织机2000余台，从德国、日
本、意大利等国进口先进设备3000
余台（套），整体装备水平处于全国同

行业领先地位，生产工艺、产品质量

跨入国内先进行列。

延补产业链条优化结构

在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上，新野县

按照“提升纺纱、主攻面料、打通印

染、发展终端、塑造品牌”的发展思

路，着力优化产品结构、完善产业链

条，重抓新纺公司3万吨高档针织染
整、罗蒙公司50万件羽绒服和旗下
步云品牌衬衣生产线、船辉制衣公司

年产200万套家纺生产线等重点项
目，纺织服装产业规模不断壮大，正

在由纺织大县向纺织服装大县转变，

为打造南阳千亿级的纺织服装主导

产业提供主体支撑。

在光电和食品产业发展上，该

县依托新野肉牛、蔬菜、花生、优

质小麦等丰富的农产品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重抓

6000吨牛肉熟制品加工、5万亩甜
玉米种植、实训基地等项目，形成

了华宏食品、同星粮油等35家企业
为群体的食品加工产业集群，2016
年实现产值49.8亿元。充分发挥在
外创业人员多的优势，实施返乡创

业工程，光电电子产业以返乡创业

的形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形成

了鼎泰电子、凌峰电子等20家企业
为群体的光电电子产业集群，2016

年实现产值24亿元。

培育新兴产业提升质量

新野县深入实施“互联网+”行动，
全面推进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深度融

合，推动电子商务大发展，争创全省电

子商务示范县。目前，新野县建设的愿

景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分为电商产品

体验区、电商孵化区、智能物流仓储

区、综合服务区、电商办公区、配套生

活区六个功能区，着力打造成为豫鄂

陕毗邻地区一流的电子商务产业园

区。规划中的科技大厦也正在加紧建

设，预计今年投入使用。

积极推动智能制造，扶持鼎泰电

子公司等“两化”融合程度较高的企

业对生产工序进行智能化改造，着力

打造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生产研

发基地扩建项目，提高生产水平。

坚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

性服务业并重，着力抓好海王汇通智

能医药配送仓库、阿里巴巴菜鸟物流

等现代物流项目，构建布局合理、功

能齐全的现代物流体系。③6

新野县产业集聚区晋升二星级系列报道之二

强化项目支撑 增强发展动力

南阳道地金

木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与方城县

柳河乡 25个村
360户贫困户签
订协议，采用“龙

头企业+基地+
合作社+支部+
贫困户”的产业

扶贫模式，实现

了工业、特色农

业、贫困户的三

赢目标 ③6

本 报 记 者

崔培林 摄

南阳好人多，争做活雷锋。邓州编外雷锋团展览馆是人们学习雷锋

精神的主要基地，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前来参观学习 ③6
本报记者 阎亚平 摄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李崇）位于社旗县产

业集聚区的河南民兴茧丝绸有限公司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成功挂牌，成为社旗

县首家上市企业。此举，也标志着社旗彻底

结束了一直没有上市公司的历史。

社旗县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结合企业发

展实际，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一手抓

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推
动企业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参与科技创新，以

创新引擎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增强企业发展

后劲。昔日的商埠巨镇，正焕发出新的生机

与活力。

社旗，一个传统农业大县，自然资源极其

匮乏，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怎么才能改变这

种落后的局面，社旗人不断在思考、在探索。

产业集聚区建设的大潮滚滚而来，社旗县紧

紧抓住机会，快速发展。很快，食品、机械制

造、电子信息等一批新兴产业和特色产业悄

然兴起，为县域经济注入了活力。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创新是企业发展的

不竭动力。该县积极引导企业广借外力，加

快高新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形成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开发能力。促成了

赊店酒业与香港鹏威集团的合作、华茸堂制

药与洛阳中迈集团的合作、森霸光电与西安

交大合作……一大批企业如雨后春笋，焕发

勃勃生机。

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

业组建自己的研发机构，增加技术开发投

入，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形成自己的

科技成果和专利。帮助企业积极申报科研中

心、技术中心和著名商标、名牌产品，加强品

牌建设。

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作用，支持

企业利用高新技术以及先进适用技术和装

备，对现有生产设施、工艺、设备进行技术改

造，优化生产流程，淘汰落后工艺和设备，加

快产品的升级换代。同时，支持企业实施提

升工业效能、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

的技术改造，推进企业“专、精、特、新”产品研

发，积极推进工业品从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转

变，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目前，社旗已有省级创新型试点企业两

家，市级创新型试点企业5家，省市级研发中
心、技术中心8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个，培
育中国著名品牌3个，河南省著名商标6个，
河南省名牌产品10个。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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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封德）记者

日前从河南龙成集团获悉，国家发

改委、国家能源局公布的4个“煤
炭分质利用示范项目”中，该集团

“龙成榆林煤油气多联产项目”名

列其中，标志着该项目正式上升为

国家能源发展战略。

龙成集团借助科技创新、进军

煤化工领域，仅是该县致力经济转

型、发展新能源产业的一个成功范

例。近年来，该县按照“竞争力最

强、成长性最好、技术含量最高”的

要求，坚决淘汰高污染、高耗能和

涉水项目，致力从能源损耗型向新

能源产业转型，重点引进新能源、

新材料、高端制造装备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项目。宛药注射用硝普钠

等9个科研项目通过验收，投资27
亿元的华能风电项目顺利推进，通

宇电动汽车项目试产……一个个

高端新能源产业项目纷纷在西峡

县落户，新能源产业已成为推动西

峡产业转型与升级的新引擎。

引入院县合作，实现互利共

赢。该县鼓励支持企业主动面向

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寻求智力支

持，推动重点产业与特色院校对

接、重点企业与特色学科对接、重

点产品与特色项目课题组对接，宛

药、龙成、西保等重点企业先后与

国内20余所高校院所建立了合作
关系,建立 35个高新技术研发机
构，开发近百种科技含量高、附加

值高的新技术产品。

绿色、多元、低碳化发展推动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西峡新能源产

业已成为县域经济转型跨越发展

新的战略支撑。该县产业集聚区

被确定为全省循环经济试点、全省

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晋升为省级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二星级产

业集聚区。③6

西峡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

壮大循环经济 促进绿色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