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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付雅静）村

容村貌焕然一新，家家户户有“增收小菜园”，

茶余饭后再去小游园里散步……12月24日，

走进郸城县城郊乡谷集村，一幅宜居宜业的

崭新图景在这里徐徐展开。

从人居环境整治的“绣花功夫”，到产业

发展规划的“浓墨重彩”，再到基层治理的“抽

丝剥茧”，郸城县把“五星”支部创建作为强基

固本、深化乡村治理的关键。

“王楼村乘着国家农高区建设春风，发挥

近郊优势，形成了‘一车间两基地三采摘园+

寿光蔬菜大棚’的特色产业模式，单一个扶贫

车间的产销额就达600余万元，带动30余人

就业，人均年增收2.8万元。”省科技厅驻城郊

乡王楼村第一书记徐志华谈起村里的变化时

滔滔不绝。

郸城县紧扣“五星”支部创建目标，坚持

细心谋划、研判设“星”，精心指导、规划创

“星”，结合村情实际和群众需求形成的具体

举措，由各行政村（社区）落笔生花。该县创

新实施的“三个一”管理机制作为“五星”支部

创建先进经验在全省推广。“三个一”，即“一

事一量化、一月一定级、一评管各方”管理评

价体系。

在汲冢镇柴堂村，坚持“一事一量化”就

是围绕创建目标，深入学习研讨，创新开展

“党建引领十户联治”工作，广泛征求户长意

见，充分发动群众，让群众真正成为“五星”支

部创建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在汲水乡押岭

村，“一月一定级”就是深化拓展“六长一岗一

台”工作机制，实现巷长联户、支部书记带党

员、党员带群众“一联二带”工作法，对“五星”

支部创建工作实行常态化考评。在郸城县

“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全局中，“一评管各方”

就是建立奖惩机制，每月考评结果直接与该村驻村、包

村干部待遇挂钩。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三级联动、争星晋级、全域提

升’工作思路，把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作

为重大课题，念好‘发展经’，绘就‘富民卷’，打好‘生态

牌’，守护‘美乡村’。”郸城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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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 （记者王侠）12月 26日，记者从

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沿太行高速新乡段等

14个高速公路项目当天集中建成通车，年内

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812公里，河南高速

公路通车总里程迎来了突破8000公里的重

要时刻。

据介绍，此次通车的 14 个高速公路项

目，分别位于新乡、洛阳、安阳、鹤壁、濮阳、三

门峡、南阳、信阳、驻马店9市境内，既有沿太

行高速新乡段、西峡至淅川等“三山一滩”项

目，也有上蔡至罗山、许昌至信阳、封丘至原

阳等京港澳、连霍复合通道项目，还有新伊高

速、濮卫高速滑县至卫辉段等都市圈交通项

目。

这些项目的建成通车，将有力推动我省

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推动都

市圈一体化、服务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进一步激发交通强省建设的强大动力。

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徐强表示：

“到2025年，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突破

10000公里，全省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

通网将基本建成。”

本报讯 （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张森 雷斌）12月 25

日，记者从滑县工信局获悉，今年以来，滑县坚定不移

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为方向，强化要素保障，促进经济稳步

回升。

全力稳定工业经济运行。目前全县工业技术改

造项目 14个，完成投资 3.08亿元；在建工业项目 55

个，完成投资23.74亿元。其中亿元项目达31个，完成

投资20.09亿元。

引导激励企业高质量发展。围绕高质量发展综

合绩效考核指标，制定企业发展培育计划，编制《滑县

梯次培育金字塔》惠企政策汇编，共梳理各类惠企政

策30项，建立培育库企业323家。目前全县共有国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14家，国家绿色工厂2个，省级质量标杆企业2个，

省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3家，智能工厂2家，智能车间

6家，启动贯标企业 9家，对标企业 461家，企业上云

566家。

强力推进企业科技创新。评价2022年度国家科

技型中小企业40家，组织12家企业申报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新建成省级“星创天地”2个，组织11家企业

申报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组织220家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完成指数平台的信用评级工作，

大力推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全覆盖活动，全力推

动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滑县
持续创新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张瑞敏 张浩 张勇）

12月24日，记者从长葛市相关部门获悉，在近日公布

的2022河南民营企业100强榜单中，该市的河南金汇

不锈钢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河南金阳铝业有限公司3家企业上榜。

今年以来，长葛市着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全市完成工业投资123.67亿元，同比增长16.2%。持

续开展万人助企“六项对接”活动，该市组织政银企对

接、企业转型提升培训、产销对接等活动60余场，签约

金额 30.12 亿元；发布招聘信息 47期，服务企业 557

家，提供岗位13623个；长葛市富兴汽配有限公司、河

南鸿昌电子有限公司、河南福侨石油装备有限公司3

家公司被认定为河南省质量标杆企业；河南众品食业

股份有限公司获评为河南省预制菜食品产业领军企

业、生猪屠宰30强企业。

为积极推动企业转型提升，今年以来，该市举办

研发活动、数字化转型、绿色制造等各类线上线下培

训55场次，参训人员2700余人次，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研发活动覆盖率达69.1%；为许昌裕同印刷包装

有限公司等50多家企业争取技改示范项目、创新引领

示范计划项目等各类奖补资金 4069万元；全市有高

新技术企业 9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88家，“专精特

新”企业33家。

截至目前，长葛市企业总数达1036家，其中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568家，拥有A股上市公司3家，长葛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520亿元。

长葛
转型升级助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本报讯 （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张中坡 李善喜）

12月 21日，南阳新盈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工地一派

繁忙，通往厂区的1.1公里专用公路正测量放线，三

台推土机、农用车忙着平整场院，企业负责人郭太

州说：“领导彻夜帮俺协调、铺修道路、改造厂房、拆

迁宅院，进展很顺利，把场院平整硬化后就能开机

生产了。”

今年以来，方城县博望镇以“万人助万企”为动

力，镇村组三级联动，把创优内部环境、广开招商之

门当作乡村振兴的铺路石和敲门砖，镇领导班子成

员各尽其能招引企业发展项目，保护好企业发展主

体。镇领导干部，每人分包一个企业（或项目），每周

到分包企业调研一次，随时发现问题、难题，随时介

入帮扶。对自行解决不了的大事、难事，及时提交领

导班子会议研究，寻求解题良策，研订可行性方案，

限期帮助解决，营造爱企、助企的良好环境，为新企

业入驻当好“娘家人”，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本报讯 （记者孙雅琳 通讯员叶新波）12 月 18

日，豫西山区栾卢高速、卢洛高速与呼北高速交会处的

庄子特大桥施工现场，桥上桥梁吊装车来回穿梭，桥下

钢筋焊接火花飞溅，引桥路面上机声隆隆。

“近段时间以来，我们天天白天黑夜换班施工，机

械不停歇，工程不停工。施工人员都是错峰施工、就

餐。”正在桥下焊接作业的工人师傅陈祖全，对前来查

看的工程监理人员说。

据介绍，为了落实“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

总体要求，卢氏县强化服务意识，合理调配设备及人

力资源，加快各个项目建设进度，全力保障特色农业

生产。

“冬闲人不闲，居家忙生产，备足好原料，喜迎丰

收年。”在朱阳关镇河南村的香菇种植大棚里，正在组

织人员采摘鲜菇的郭磊说，他返乡后建设标准化香菇

大棚18个，今年种植袋料香菇15万袋，现已售卖鲜菇

7万公斤。他通过经纪人已联系好明年香菇生产主料

木屑360吨，计划明年再增加3万袋。

在卢氏县林海兴华科技有限公司东明菌棒厂，

300多名管理、生产人员实行闭环管理，开足马力生产

菌棒，由专人负责向全县34个香菇种植基地运送，并

回收鲜菇产品向全国各地线上线下销售。

在县城主城区莘川坊等项目施工现场，建设、施

工单位分别由专人负责工程外围对接服务、物料、食

品供应，保障项目施工原料足，特殊事项现场办，工人

生活有保障。各乡镇“比学赶超”，整合县乡村人才、

资金优势资源，对接销售平台，扩大特色农产品线上

交易规模，让“山货”销往全国。

我省14条高速公路集中通车
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8000公里

争 分 夺 秒 拼经济拼经济

缔造和美乡村的“开封方案”
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行动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行动

卢氏
开足马力“加速跑”

方城县博望镇
助企服务 精准发力

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范亚康 刘禾）

“办事利索、服务细致、困难上心，我们企业真切

感受到了西峡营商环境的改善和提升。”12月 23

日，西峡县天马汽车制泵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连

定才说。

截至2022年9月，西峡县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5%，新增市场主体共计 17368 户，同比增长

375.75%，市场主体增长率在全市连续 4个月排

名第一。

如何打造“六最”营商环境，进一步释放经济

活力？“我们紧紧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深入推进

以‘问题整改提升、学习先进典型、领导现场体

验、举措改革创新’为抓手的‘四大提升行动’，市

场主体干事创业的劲头越来越足。”西峡县县长

马俊一语中的。

问题整改提升行动，破题攻坚。通过营商环

境评价、人大监督反馈、市场主体反映、县委政府

督查、纪委监委转办移交、部门自查六种途径查

摆问题，全面整改提升。同时，通过把开展“业务

赋能大讲堂”、《营商环境条例》培训学习等作为

整改提升行动的重要手段，以学促改。今年以来

该县共收集整理问题1109个，办结率达100%。

学习先进典型行动，自省自查。对标国内先

进理念和最佳实践，开展有计划有针对性的调研

学习，聚焦企业需求、短板弱项，形成工作思路，

有的放矢进行整改提升，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

领导现场体验行动，查堵建快。以“领导现

场体验行动”为抓手，要求各分管县领导、各部门

每月至少两次亲临现场体验完整办事流程，重点

体验易形成堵点难点的业务手续办理情况，把脉

业务便利程度。

举措改革创新行动，破立并举。在《西峡县

2022年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方案》基础上，复制推

广了10个方面共140项改革创新事项，变市场主

体的“问题清单”为营商环境改革的“任务清单”，推进各项改

革任务落地落细。

“我们将持续对标提升，比学赶超，切实把营商环境这棵

‘梧桐树’栽好，为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吸引更多的‘金凤

凰’，在助力南阳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中贡献西峡力量！”马

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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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潘伯栋）“通

过这次活动，我们和一家企业就玉米果汁深加

工项目达成了合作，开拓了市场，提振了信

心。”12月 23日，在信阳多栗多饮品有限公司

院内，总经理李春生兴奋地告诉记者。

李春生介绍，公司达成此次项目合作，得益

于近日潢川县组织县域内相关食品和供应链企

业奔赴广东，参加中国食材产业链创新大会，开

展“带着企业跑市场”走进粤港澳专题招商活动。

活动期间，相关企业通过产品展示、平行

论坛、圆桌会议、商务洽谈等多种形式，与百胜

中国、麦当劳、泰森国际、圣农集团、正大集团、

锅圈供应链等境内外食材重点企业就产销供

应链和订单贸易进行了对接洽谈，并取得了一

系列明显成果。

如何让企业摆脱生产经营困境，坚定企业

发展信心？

“实施‘走出潢川’战略，围绕产业链上下

游环节延链补链强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

平，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带着企业

‘跑市场、进高校、建平台、请回来、引进来’。”

潢川县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话掷地有声。为此，

该县主动作为、靠前服务，成立精干招商专班

队伍，带着企业到经济发达的江沪浙、粤港澳

大湾区开拓市场、促进合作、提振信心，推动企

业生产经营重回正常轨道。

“政府牵头带着企业跑市场、抢订单、寻合

作，取得了丰硕成果。”该县招商专班负责人告

诉记者，今年以来，共签订订单贸易项目19个，

订单金额14.15亿元，其中外贸订单5亿元，签

订技术与成果转化类项目11个，有力推动了本

地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

“市场主体是稳定经济基本盘的重要基

础。今年以来，国内外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加

剧，市场主体面临的压力增多。”潢川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面对挑战，我们不等不靠，主动出击，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

向，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着力破‘难点’、疏‘堵点’、除

‘痛点’、畅‘节点’，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困难问

题，突出做好稳增长，大力提振市场信心，助力市场主体迎

难而上、共克时艰，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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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水面清澈的黄河三门峡段在冬日暖阳的照射下，与沿黄生态廊道美景相映，呈现出别样景色。孙猛 摄

本报讯 （记者杨利伟 焦宏昌）“如果不

是亲眼看到，简直不敢相信这是我的老家！”

12月 23日，杞县沙沃乡尚庄村村民尚传瑞

说，老家的变化太大了，大街小巷路面硬化、

栋栋小楼整齐排列、株株绿植点缀村庄……

“进村之后，无论走到哪儿，都是一幅乡村美

景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乡村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开封市将乡村建设行动作为全面乡村振

兴的‘先手棋’，高位推进，夯实基础，全力推

动。”开封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刘磊说，10月 8

日开封市乡村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以来，

各县（区）各部门主动作为、强化措施、狠抓落

实，全市乡村建设工作开局良好。

坚持规划先行，乡村建设支撑有力。开封

全市所有乡镇均成立了乡村规划建设委员会，

所有行政村全部完成村庄分类，全市完成“多规

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630个。同时，逐步规范

农村住房建设，对全市100多万座农村房屋开

展安全隐患排查，完成鉴定整治3074座。

推进县域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推进城

乡交通一体化，目前，开封市拥有农村公路总

里程 7800多公里，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

路率 100%，三级及以上普通干线公路乡镇

节点覆盖率 100%，建制村通客车率 100%。

推进农村供水四化工作，全市农村集中供水

率达 100%。加快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完成

改造10千伏线路长度240多千米，全市发电

装机规模共338万千瓦，其中可再生能源装

机规模约212万千瓦。乡镇农村热点区域全

覆盖，农村光纤实现 20户以上自然村全覆

盖，农村新增5G用户12.2万户、新增宽带用

户6.45万户。数字乡村建设成效显著，建成

河南省首例高标准农田BOT创新模式数字

农田示范区，建成县级电商服务中心5个、乡

镇电商服务站131个、村级电商服务点1206

个，全市“快递进村”通达率达98.42%。

“乡村建设行动得以快速展开，离不开市

领导的高位推进。”刘磊告诉记者，今年以来，

开封市委书记高建军在多个场合、多次会议

提出具体要求：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快编制

“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有力有序推进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农村公共服务

水平，强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强乡村治

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建设也有难度啊，就是资金！但我

们坚持用市场化思维和创新性举措来破解乡

村建设资金难题，通过融资新模式探索出了

‘开封方案’。”刘磊说，开封市围绕村庄公共基

础设施和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等方面，成功实施

了10.76亿元的乡村建设工程，共涉及402个

村，累计完成道路建设294.57万平方米，供水

管网铺设3.03万米，污水管网铺设6.73万米，

绿化 321.09万平方米，建成党群服务中心 6

座，村民文化活动广场8.55万平方米，公厕92

座，户厕改造38997户，安装路灯5064盏。

冬日的阳光下，走进兰考县何寨村，空气

清新，环境优美，楼房齐整，路面宽敞，设施完

善……“村子好了，心里也舒坦了，还能在家

门口挣钱，生活越过越幸福。”提起现在的和

美生活，村民们都一个劲儿地夸赞：通过乡村

建设，何寨村拆了空心院腾出更多用地空间，

结合村边的万亩梨园开展梨精深加工壮大了

集体经济，收益部分继续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乡村建设与乡村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这个游园原来是个废弃的坑塘，现在填

平了坑塘、铺上了绿地、建起了亭子和花园。

老少爷们把这个游园叫沁心园、亭子叫民悦

亭……”70岁的尚庄村村民尚传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