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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丰 驱动“三驾马车”打造“四个强县”
范县 凝聚红色力量 激发企业动能

黄河廊道美如画 万余只天鹅来越冬

郑州等6地部分行政区划变更践行嘱托新答卷 奋勇争先开新局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马俊
闫明杰）10月28日，记者从安阳市政府新

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全国首个专门规

定政务服务的地方规章《安阳市政务服务

条例》12月1日起施行。

近年来，安阳市积极推进政务服务

智能化、标准化、便民化，政务服务质量

和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本报讯（记者戴晓涵）10月28日，

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近日，我省变更部

分地区行政区划，涉及郑州市、洛阳市、

平顶山市、许昌市、商丘市、周口市等地。

经省政府批准，登封市撤销卢店镇

设立卢店街道，实行城市管理体制，卢店

街道管辖范围为原卢店镇行政区域，街

道办事处机关驻原卢店镇政府驻地。栾

川县撤销城关镇设立耕莘街道，实行城

市管理体制，耕莘街道管辖范围为原城

关镇行政区域，街道办事处机关驻原城

关镇政府驻地。宝丰县将周庄镇的陈

营、丁楼、铁梨寨园3个居民委员会和辛

庄、皮庄、河何庄3个村民委员会划归城

关镇管辖，撤销城关镇，设立父城街道，

实行城市管理体制，父城街道办事处机

关驻原城关镇政府驻地；将城关镇的大

寺、群英、友好、民兴4个居民委员会和

肖旗乡的七里营、三里营、郭庄、五里头

4个村民委员会划归杨庄镇管辖，撤销

杨庄镇，设立文峰街道，实行城市管理体

制，文峰街道办事处机关驻原杨庄镇政

府驻地。禹州市撤销褚河镇设立褚河街

道，实行城市管理体制，褚河街道管辖范

围为原褚河镇行政区域，街道办事处机

关驻原褚河镇政府驻地。商丘市梁园区

撤销水池铺乡设立水池铺镇，实行镇管

村体制，所辖行政区域和政府驻地不

变。虞城县撤销乔集乡设立乔集镇，实

行镇管村体制，所辖行政区域和政府驻

地不变。周口市川汇区撤销许湾乡设立

许湾街道，实行城市管理体制，许湾街道

管辖范围为原许湾乡行政区域，街道办

事处机关驻原许湾乡政府驻地；周口市

川汇区撤销李埠口乡设立李埠口街道，

实行城市管理体制，李埠口街道管辖范

围为原李埠口乡行政区域，街道办事处

机关驻原李埠口乡政府驻地。

《安阳市政务服务条例》12月1日起施行
系全国首个专门规定政务服务的地方规章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世
冰和志强）“建立完善‘三长制’，推动产

业大发展、大提升、大跨越，为打造‘四个

强县’提供强劲支撑。”10月13日，清丰

县产业发展、开放招商暨优化营商环境

大会上，清丰县委书记、全县产业链第一

总链长曹拥军说。

清丰县创新实施“产业链长+商会

会长+指挥长”“三长制”工作模式，产业

链、商会、指挥部“三驾马车”齐头并进，

打造绿色家居强县、现代农业强县、商贸

物流强县、新兴产业强县。

链长制构建延链补链强链的“全产

业链”。 清丰县围绕产业集聚区、六塔

工业园、商贸物流园“一区两园”建设，设

立五个产业链专班，瞄准产业链的薄弱

环节、供应链的缺失环节、价值链的高端

环节，制订“1+N”方案。绘制集技术路

线图、招商路线图、区域分布图、智库分

布图、应用领域图于一体的产业链图谱，

列出龙头骨干企业清单、主要配套企业

清单等，坚持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

实现产业全链条发展。

会长制组建成招商亲商安商的“企

业联盟”。清丰县充分发挥商会桥梁纽带

作用，把商会打造成信息互通、资源互用、

优势互补的“企业联盟”。扩大企业家“朋

友圈”，通过以商招商、以情招商、节会招

商，让企业家成为清丰形象代言人。

指挥长制打造开路铺路领路的“星

级服务”。成立县委书记任组长、县长任

第一副组长的领导小组，针对家居、农业

等方面设立五个指挥部，推进规划建设、

项目建设等工作，完善企业落地前“五通

一平”等配套设施，跟进企业开工后的投

产销售发展等服务，以“五星级服务”实

现企业“拎包入驻”，用指挥长的辛苦指

数换来企业家满意指数。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通讯员季玮 孟
庆美张坤）“范县聚焦支部建设、阵地打

造，深化非公企业‘红色方阵’内涵，持续

激发企业动能，着力打造政治引领能力

强、服务发展能力强的非公企业旗舰标

杆，推动县域经济强起来。”9月13日，范

县县委书记赵丽玲说。

统一标识，让红色符号亮起来。全县

非公企业党组织统一编号、统一管理，在

企业门口明显位置设置统一标牌，把党组

织情况、企业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亮出

来。按照有场所、有设施、有标志、有党

旗、有书报、有制度“六有”标准，打造非公

企业党建阵地。在非公企业党员的办公

桌、电脑、安全帽等位置粘贴党徽，让党员

站出来、身份亮起来，主动承担企业责任。

激活组织，让红色动力强起来。范县

县委组织部对非公企业软弱涣散的党组

织及时整顿提升，调优配强党组织书记。

按照“一人一企，一人多企”和专兼职相结

合方式，选派党建指导员和首席服务员，

助力非公企业党建标准化规范化，让红色

引擎激活发展动力。

狠抓内涵，让红色细胞动起来。组织

部门创新平台载体，把红色基因融入企业

文化，打造非公党建品牌。实施“双培养”

工程，把业务能手、管理骨干培养成党员，

把党员培养成业务能手、管理骨干。设置

“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让党员做企

业“贴心人”、职工“主心骨”。

服务中心工作，把红色形象树起

来。全县各级党委把“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作为企业党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持

续增强党的影响力，为企业发展提供持

久动力。搭建利益联结平台，推进企业

党组织向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

组织、农业产业基地延伸，发挥企业优势，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张鸿
雨）10月27日，中国首届铁锅产业发展

高峰论坛在郏县开幕，郏县被中国轻工

业联合会、中国五金制品协会授予“中国

铸铁锅之都”荣誉称号。

郏县铸铁锅已有600多年历史，“郏

县铁锅铸造技艺”已入选河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近年来，郏县紧紧围绕高质

量发展，集中优势资源、优势产业，做大

做强主导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先后

扶持发展了华邦、圣康、煜康等一批龙头

企业，初步形成了铁锅铸造、研发、标准

制定、质量检测、国内外产品销售等完备

的产业链，目前年产铸铁锅7000多万

口，占全国铸铁锅生产总量的2/3，是全

国最大的铸铁锅生产基地和集散地。

2020年，郏县铸铁锅产业总产值31.2亿

元，出口总额6519万美元。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连日来，我

省各地抓住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抓紧

抢种小麦。10月28日，记者从省农业

农村厅获悉，截至10月28日17时，全

省已腾茬面积1亿亩，整地8441万

亩。小麦已播种6961.5万亩，占预计

面积的81.8%。

分地市来看，商丘、周口、驻马店麦

播基本结束，开封小麦已播种面积占预

计面积93%，三门峡小麦已播种面积占

预计面积93%，许昌小麦已播种面积占

预计面积85%，郑州小麦已播种面积占

预计面积79%，新乡小麦已播种面积占

预计面积77%，安阳小麦已播种面积占

预计面积71%，南阳小麦已播种面积占

预计面积70%，漯河小麦已播种面积占

预计面积67%，平顶山小麦已播种面积

占预计面积67%，洛阳小麦已播种面

积占预计面积65%，濮阳小麦已播种

面积占预计面积62%，焦作小麦已播

种面积占预计面积56%，济源小麦已

播种面积占预计面积56%，鹤壁小麦

已播种面积占预计面积54%，信阳小

麦已播种面积占预计面积39%。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截至2020

年末，全国收费公路里程达17.92万公里，较

2019年末净增8149公里，增长4.8%。

2020年，高速公路里程净增 10079公

里，一级公路净减少1214公里，二级公路净

减少760公里，独立桥梁及隧道净增44公

里。收费公路里程结构进一步优化，高速公

路里程占比由83.5%提高至85.3%。

全国收费公路累计建设投资总额和债

务余额持续增长。截至2020年末，全国收

费公路累计建设投资总额达到10.81万亿

元，较2019年末净增1.3万亿元；债务余额

7.07 万亿元，较 2019 年末净增 0.91 万亿

元。

主线收费站显著减少。2020年末，全国

收费公路共有主线收费站965个，较2019年

末净减少302个，下降23.8%。养护管理支出

也在下降，全国收费公路2020年养护管理支

出1499.5亿元，在收费里程净增8149公里的

情况下，较2019年减少84.5亿元。

全国收费公路里程近18万公里

10月27日，在

汝阳县小店镇七彩

甜园乡村旅游项目

启动仪式上，演员

在表演舞蹈《新农

村放歌》。小店镇

推进“农旅+文旅+

生态+民宿”多重融

合，乡村游向规范

化、特色化、产业

化、数字化发展。

康红军摄

铸铁锅年产7000多万口 占全国产量2/3

郏县获授“中国铸铁锅之都”

□本报记者李梦露通讯员王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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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底，大批来自西伯利亚的天鹅

将如约飞抵三门峡黄河流域保护区“度

假”。如今，天鹅不再是三门峡的“稀

客”。去年到三门峡越冬的天鹅数量达到

15395只，占全国总数量的73.1%，天鹅

分布区域逐渐向周边蔓延，从点状变为带

状，扩大到一百多平方公里。

三门峡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大王镇的

后地湾就是天鹅的度假“新宠”。“去年冬

天，天鹅数量猛增，大概有8000多只天鹅

密密匝匝地挤在水面上，水面都很难看

见。”示范区林业局副局长杜涛说。

后地湾位于三门峡百里黄河生态廊道

示范区段上，附近是黄河一级支流好阳河的

入河口。去年，示范区对入河口的3000亩

湿地进行了植被修复，清理废弃的庄稼地和

杂草，因地择林，多样化栽种植被。

这只是三门峡百里黄河生态廊道建设

的一个缩影。如今廊道三门峡一侧提升改

造后，四季常绿，全年有花，沿岸散布着如

以“千年古枣林”闻名的大王镇后地村这样

的特色森林乡村，不仅受到了天鹅的青睐，

也成了三门峡市民度假的首选地。

三门峡百里黄河生态廊道是全省6

个“样板”工程之一，也是黄河入豫后廊道

生态建设的第一关。近年来，随着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

实施，我省谋划“一轴两带三群多组团”的

沿黄林业高质量发展方案，制定沿黄生态

廊道建设标准，编制沿黄湿地公园群规

划，启动郑州、开封、洛阳、新乡、三门峡等

5个沿黄生态廊道示范段建设，带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水平全面提升。

截至2020年年底，全省已完成沿黄生

态廊道建设120.2公里，造林7.04万亩，

2021年，完成沿黄生态廊道建设任务3.66

万亩，实现沿黄生态廊道绿化任务大头落地，

郑汴洛段全线贯通，全省绿色廊道、生态廊

道、安全廊道、人文廊道、幸福廊道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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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的种群越来越大，人与天鹅的关

系却愈来愈和谐。“沿岸村民是我们保护

天鹅的‘编外人员’，经常有群众‘举报’看

到了生病的或是睡梦中被冻在水面上的

天鹅。”三门峡湖滨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潘晋立说。

保护自然就是保护自己的财产。三

门峡群众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有

着切身的体会。

后地湾沿岸山上的后地村，往年以明

清时期流传下来的万亩千年古枣林闻名，

近两年，自从天鹅数量增多后，来村里游

玩的游客、摄影爱好者越来越多。“我是

2018年回村里开办农家乐的，现在一年

营业额能达20多万元，不比原来在外地

开店赚得少。”后地村村民杨占国说，如今

村里正在建设标准化民宿，生态旅游产业

越做越旺。

据了解，自省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全

省累计完成造林1596万亩，特别是2018

年省委、省政府作出实施国土绿化提速

行动、建设森林河南决策部署以来，全省

共完成新造林1325亩，年均造林数量在

全国稳居前五位。全省森林覆盖率达

25.07%，森林生态效益达到每年 3148

亿元。

2020年，我省林业年产值也由2015

年的1658亿元增至2200亿元，经济林面

积达1650万亩，花卉种苗297万亩，建成

了信阳茶叶油茶、西峡猕猴桃、卢氏核桃

连翘、淅川软籽石榴等一大批特色经济林

生产基地，形成了许昌花木、洛阳牡丹、南

阳月季、开封菊花等花卉苗木生产核心

区，有力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林业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充分显现。

未来一个时期，我省将继续聚焦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

略实施，抓好南水北调中线生态保护和特

色林业产业发展，提高林草湿碳汇能力，

科学开展国土绿化，高质量发展绿色富民

产业。到2025年，我省将力争实现全省

森林覆盖率达到 26.09%，森林蓄积量

2.23 亿立方米，森林植被碳储量达到

16800万吨，年森林生态服务价值达到

3200亿元，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85%，

湿地保护率达到53.21%，林业产业总值

达到2500亿元。

我省麦播超8成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苏
可喜）“我家没有劳动力，政府帮忙找

来拖拉机播种冬小麦，解了我的燃眉

之急，太感谢了！”10月26日，鄢陵县

望田镇新色村周小胜站在自家麦田

前，对来年粮食丰产丰收充满信心。

鄢陵县将联乡帮村机制与“三农”

工作一体推进，立足抗灾减灾抓生产，

通过帮扶活动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夯实明年夏粮生产基础。

为全面提高麦播质量，鄢陵县把

种足种好小麦作为当前“三农”工作的

重中之重，主动担当作为，把麦播任务

落实到全县12个镇386个行政村地

块，全县 337 名联乡帮村干部按照

“13710”工作制要求，下沉一线，深入田

间地头，组织动员干部群众，利用近期

天气转晴的有利时机，抓紧收获晾晒，

现场指导农民落实麦播关键技术措施

和防灾减灾各项措施，解决生产中的

技术困难和问题，确保秋粮应收尽收、

颗粒归仓，确保冬小麦应种尽种、面积

稳定。

同时，鄢陵县加大督察巡查力度，督

促任务落实，对工作进展缓慢、敷衍了事

的镇通报批评，全力以赴打好“三秋”生

产攻坚战。截至目前，鄢陵县已播种冬

小麦62.2万亩，麦播工作基本完成。

鄢陵县联乡帮村保麦播

放
歌
新
农
村

抓“三秋”保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