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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乔彬 梁浩

杰）春暖花开,记者到新野县津湾
村,仿佛走进了现代“桃花源”：放眼
望去,一望无际的桃园，是绿色的海
洋、花红的世界，桃林中点缀着红

砖青瓦的农家“庄园”。

像津湾村这样的美丽乡村是新

野县“民富”的缩影。该县立足县域

实际,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打造
“田园新野”,用生态文明引领县域发
展,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绿”是记者在新野采访的最

大感受。新野县结合平原农区县

实际，强化统筹理念，着力抓好造

林工程。该县把造林与打造白河

生态廊道相结合，强力推进近万亩

的白河生态防护林建设；把造林与

城乡一体发展相结合，以交通网络

为骨架，以乡镇、村为重点，着力打

造绿色廊道；把造林与美丽乡村建

设相结合，强力推进围村林围镇林

和农田林网建设；把造林与产业富

民相结合，大力发展以晚秋黄梨、

葡萄、桃树等为重点的林果经济，

实现生态改善与农民致富双丰收；

把造林与生态宜居城市建设相结

合，强力推进全域绿化。去年以

来，全县共完成新造林10700亩，新
发展花卉苗木2300亩。

发展生态产业,打造富饶家
园。新野县上庄乡山坡村是省级

美丽乡村，山坡村围绕旧村整体搬

迁和老村改造，突出田园水乡特

色，累计投入资金3000万元，对道
路管网、旅游景观等公共基础设施

进行建设，提炼整合“水、田、林、

花”等资源要素，进行了以建房、改

厕、改路、改水、改线、改圈与治污、

治乱和环境美化为重点的村庄美

化工程，努力打造“生态宜居、生产

高效、生活美好、人文和谐”的示范

新村，初步呈现自然生态的诗画美

景。在建设宜居乡村的基础上，该

村采用“公司+农户+合作社”的模
式，建成了3000亩晚秋黄梨基地和
1000亩花卉、苗木、中药材种植基
地，致力打造集休闲、度假、观光为

一体的农游观光区，实现农民致

富、农业增收。

以打造“田园新野”为目标,新野
县规划建设生态休闲旅游线路,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乡村休闲旅游新模式,
打造了一批“黄酒风情”、“果乡风

情”、“水乡风情”小镇和特色村,产业
链变身一条条风景线。③4

新野大力发展生态产业

打造美丽田园 提高发展质量

本报讯（特约记者申鸿皓）社

旗县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

“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始终坚持以

党建引领助推脱贫攻坚工作，基层

基础稳固有力，“头雁效应”逐步彰

显，脱贫攻坚后劲十足。

强化阵地建设。2017年，县乡
两级财政投入3000万元，实施乡村
两级服务阵地“千万提升工程”，完

成了8个乡镇综合服务中心、65个

村级活动场所和5个党群服务综合
信息平台的建设任务，便民服务网

络进一步完善。

强化服务水平。以转变基层

党组织工作方式、提升服务水平为

着力点，在农村实施支部加协会、

党员加农户、产业加基地党建“三

加”模式，着力构建农村服务型党

组织。

强化组织帮扶。出台软弱涣

散村集中整顿方案，实行“四个

一”帮扶机制，由1名县领导分包
负责，派驻1名第一书记和1个工
作队驻村整顿，每月进行一次集

中督导，对倒排出的25个软弱涣
散村进行集中攻坚，实现全面转

化升级。

强化党员带动。坚持面向脱

贫攻坚主战场培育发展党员，全年

新发展党员208名；1万余名农村党

员采取“一帮一、多帮一”形式参与

脱贫攻坚工作，帮助带动4700多名
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壮大村集体经济。以壮大村

集体经济试点项目建设为契机，持

续开展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工作；以

扶贫车间、光伏电站为载体，通过

集体资金和固定资产入股分红、经

济能人引领、安排贫困户就业等方

式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目前，该县已有149个村建起
了“一村一品”特色产业，35个村实
现了集体经济“零”突破，村级集体

经济总量达4280万元，村年集体纯
收入突破520万元，带动1200户贫
困群众增收，实现3683户14083人
脱贫。③8

社旗发挥基层党组织“头雁效应”

夯实基层基础 增强带富能力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

3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

议时强调，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乡村产

业体系，实现产业兴旺。贯彻落实

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必须坚

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着力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

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不断提高农村产业发

展水平，加快实现产业兴旺。

以品牌引领产业优化。推行

标准化生产、培育农产品品牌，是

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选择，是推进

农业质量变革的有效途径。农业

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依赖性

强，农产品品种和品质存在区域差

异。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保护地

理标志农产品，打造一村一品、一县

一业发展新格局，有利于各具特色

的地域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

势，破解农产品同质竞争和增产不

增收困境，从而促进农业区域结构、

产业结构、品种结构全面优化。

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提质。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处于由增产导

向转向提质导向的关键时期，推动

农业科技创新是提高农业发展质

量效益和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根

本途径。要明确农业科技创新的

目标和方向，把满足人民对优质农

产品的需要摆在突出位置，建立产

学研结合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加

强农业绿色生态、提质增效技术研

发应用，推动农业发展质量、效益、

整体素质全面提升，显著提高农业

绿色化、优质化水平。

以城乡融合激发产业活力。

城乡二元结构是影响城乡协调发

展的主要障碍，制约城乡要素平等

交换、收益合理分配，妨碍农业综

合效益和竞争力提高。进一步破除

城乡二元结构，需要建立健全城乡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全

面深化改革，清除阻碍要素下乡的

各种障碍，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

平等交换，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

力。坚持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用现

代生产方式、信息技术改造提升农

业，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促进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以适度规模经营补齐产业短

板。小农户长期大量存在是我国

农业发展的基本国情。补齐小农

户小规模经营短板，是发展现代农

业的必答题。随着小型农业机械

的推广应用，丘陵地区、偏远山区

也具备了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条件，

不少地方还通过卫星导航和互联

网服务进行信息化田间管理，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耕地规模小的局

限。今后，要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推进农村承包地“三权分

置”改革，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

经营，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

有机衔接。

以“园”“区”建设促进产业集

聚。所谓“园”，是指现代农业产业

园、农业科技园、返乡创业园以及

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

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所谓“区”，

是指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

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等。“园”“区”能够聚集资金、科技、

人才等要素，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

的重要抓手。以“园”“区”建设促

进产业集聚，应注重“园”“区”平台

与特色村镇发展相结合，大力培育

发展产业、生态、文化、旅游深度融

合的特色村镇。引导农村一二三

产业适度集中，建设产业、生活、生

态一体化空间，创建一批农区、园

区、镇区互动的产业融合发展先导

区，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探索和积累经验。③1
（原载《人民日报》）

推 动乡村产业振兴
□ 陈文胜

本报记者 李小胄 高波

3月11日，宛城区高庙镇郭厂
村79岁的贫困群众徐传申像往常
一样一大早就起床了，穿衣、叠被、

做饭、刷碗，简单清扫一下整修一新

的小院，而后站在红色的铁艺大门

下，翘首以盼。

原来，村里的干部告诉他，当天

区里组织的贫困村人居环境改善和

贫困户“七改一增”观摩组要来他家

看看整改成效。见有乡亲走过，隔

得老远，徐传申就热情打招呼。

“以前可不是这样。”邻居大爷

告诉记者，“老徐头以前住的房子

是危房，一遇刮风下雨四面透风。

家里脏得下不去脚，是个穷光棍，

从不搭理人。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

来，政府帮他新修了房屋、院墙，

安装了大门， 连厕所、院子都整

修一新，现在老徐头像换了一个人

似的。”

“政府不但让我住上了新房，还

给我送来了好多东西。你看我穿的

大衣，家里的彩电都是扶贫帮扶人

梁玫送来的。人得知道感恩，我请

梁玫帮我买来了国旗，我要把国旗

一直挂在门口，感谢党、感谢政府的

好政策。”

这是宛城区7个乡镇12个贫困
村实施人居环境改善和贫困户“七

改一增”的一个缩影。

责任入心唯倾力，重任在肩当

笃行。这是一份实干写下的成绩

单：2017年以来，宛城区贫困村人居
环境改善投入资金 3013万元；对
784户贫困户和867户脱贫户实施
“七改一增”工作，投入资金330.2万
元；贫困户危房改造328户，补贴资
金505.12万元；去冬今春投入资金
800余万元，完成绿化造林 3600
亩。12个贫困村村容整洁、道路畅
通、绿意盎然、乡风文明，群众脱贫

奔小康的劲头更足了。③7

村美风正精神爽

唐河泓昌工艺品有限公司一期投资1000多万元，主要生产水晶球、水晶
饰件等工艺品，产品远销东南亚、欧美等地，年产值达6000余万元 ③7

通讯员 王有庆 摄

南阳金冠电气

有限公司把自主创

新作为企业做大做

强的核心驱动力，

研 制 成 功 的

1000kV交流金属
氧化物避雷器、动

车组避雷器等产

品，达到国际先进、

国内领先水平 ③7
本报记者 于鸣 摄

本报讯 （记者曾庆芳）3月
13日，全市艾草产业发展座谈会
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富

治出席并讲话。

在听取了相关部门的汇报后，

张富治指出，发展艾产业是全市九

大专项之仲景健康城建设专项的

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我市作为国家

中医药综合改革实验区的四大突

破点之一。各级各相关部门要进

一步加强行业监管，提升服务水

平，维护良好的发展环境。要持续

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扩大南阳艾草

知名度，叫响南阳艾草品牌。要充

分发挥艾草协会的重要作用，加强

行业自律管理，引导建立健康的行

业环境和市场氛围，为仲景健康城

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会前，与

会人员还实地走访了社旗县国医

仲景艾草产业园。③7

召开专题座谈会

做大艾草产业 打响特色品牌

本报讯 （记者刘纪晖）3月
13日，我市召开建设创新创业活
力城重大专项领导小组工作会

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吕挺琳出

席并讲话。

会议听取了市科技局、市商

务局等部门就今年以来建设中原

创新创业活力城四大专题项目推

进情况汇报。吕挺琳指出，建设

中原创新创业活力城重大专项工

作开局良好，成效显著，京宛对口

协作、电子商务、市厅合作和创新

引领型企业培育四大专题工作均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下一步，各

相关部门要对重点项目、重点工

作再聚焦再精准，必须坚持统筹

兼顾，突出重点，以重点工作带动

整体进展；要把责任再强化再落

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督导考

评，明确目标任务，确保在时间节

点内把各自承担的任务落到实

处。③7

推进重大专项建设

广泛借力引智 增强创新活力

本报讯 （记者张苗苗）3月
13日，省公安厅副厅长、市政府副
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朱海军对中

心城区大气污染治理工作进行现

场办公，并召开市中心城区环境

治理第二次研判调度会议。省环

境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督查组第

十四强化督查组的工作人员及市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朱海军认真察看了中心城区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南阳

理工学院站、汉画馆站和瓦房庄

站的周边环境，对这些站点周边

存在的问题一一明确责任并现场

交办。在随后召开的研判调度会

议上，朱海军指出，要明确责任

不懈怠，强化党委政府的属地责

任、行业主管部门的牵头落实责

任和环保部门的研判、调度、督

查、宣传及技术支持等责任。坚

持问题导向，树立有解思维，细

化分工、建立台账，做到落实责

任不推诿。坚持依法处罚和依法

追责不手软，同心协力、众志成

城，坚决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战。③7

推进大气污染治理

树立有解思维 强化责任担当

聚 焦 重 大 项 目

创新驱动发展

本报讯 （特约记者廖涛 通

讯员杨哲 毛虎翼）南召县强化机

遇兴县意识，紧盯国家政策和产

业转移的新动向，加强预研预判，

谋划储备“十三五”重大项目530
个、总投资2787.5亿元，纳入省市
“十三五”笼子项目190个、总投资
114.5亿元。2017年实际到位省
外资金 61.3亿元，实际利用境外
资金6338万美元，均超额完成市
定目标任务。

转变观念，创新招商。南召

县着眼于产业转型升级，以产业

链延伸、新兴产业及传统产业升

级改造为重点，明确提出“招商

选资”，逐渐实现招商引资“五

大转变”，即由“点式”向“链

式”转变，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引

导转变，由一般项目向重大项目

和优势项目转变，由单兵作战向

集团作战转变，由单个项目招商

向特色园区转变。重点瞄准世界

和全国 500强、浙商和闽商 500
强企业信息，建立资料齐全的客

商资源库，筛选一批有专业知

识、专业素质、专业精神的人才

充实招商队伍。该县充分依托丰

富的风能、太阳能、水能等资源

优势，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

先后引进天池抽水蓄能电站、协

和新能源公司风力发电、中机国

能光伏发电等项目，致力建设抽

水蓄能、光伏、小水电、风电门

类齐全的体系，建设河南省重要

的清洁能源产业基地。

围绕优势，集群隆起。南召

县按照主导产业招商图谱，研究

发达地区产业转移趋势，紧盯主

导产业、优势产业，积极谋划项

目、争取资金、开放招商，确保项

目招得来、留得住、建得快。该县

坚持走产业集群发展之路，发展

壮大特色主导产业，培育产业链

条健全的产业集群。突出培育壮

大绿色建材产业集群、绿色清洁

新能源产业集群、医药大健康产

业集群、轻工业产业集群、汽配铸

锻产业集群、高科技电子产业集

群等开展招商；围绕培育壮大苗

木花卉、中药材、柞蚕、畜牧养殖

四大农业支柱产业，推进现代农

业发展，针对性开展延链、补链和

强链招商。南召县以资源整合为

基础，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为核心，

做大做强非金属新材料产业，着

力建设“中国钙都”。目前非金属

新材料制造业园区共入驻中下游

项目30个，总投资63.12亿元，成
为河南省 13个特色产业集群之
一。③4

南召着眼于产业转型升级抓招商

引进优势项目 培育产业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