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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梁园区一
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
多措并举做好农田春耕春管、

农企复工复产，加强农资调配和
市场供应，千方百计保障“米袋
子”和“菜篮子”。

据介绍，梁园区今年小麦面积
45.5 万亩，因近期土壤墒情较好，

温度适宜，小麦长势良好。为保障夏粮安
全，梁园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业技术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调查指导，截至目前，全区
已完成除草面积 45万亩，占总麦播面积
的95%，追肥面积38万亩，占总麦播面积

的 80%。向农民发放《优质小麦栽培
实用技术》 3000册，发放《梁园

区 2020年春季麦田管理技术明
白纸》5000余份。

保障民生供应，“米袋
子”“菜篮子”一样不能

少。以辣椒、番茄、黄瓜等为主的设施蔬
菜业已成熟，正在发往全国各地的农贸市
场，以辣椒、大蒜、青菜、娃娃菜、大葱
等为主的露地蔬菜正在备播、育苗。

涉农涉牧企业全面复工复产。目前，
全区已复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7 家，
其中农产品及肉制品加工企业 4家，果蔬
种植公司 4家，饲料企业 5家。复工复产
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160 家。同
时，加强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复工督
导，现已定位农田机井 150眼，变压器房
13座。正在进行沟渠疏浚、放线清障等，
进一步夯实了农业发展基础。

为确保企业正常生产和销售，区农业
农村局为全区涉农涉牧企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和农资运输、带贫加工企
业等发放省境内通行证B证36个，市通行
证192个，为复产复工提供了便利条件。

全区 16万亩大辣椒正待移栽，大棚

辣椒长势喜人。大辣椒是梁园区四大特色
农产品主导产业之一。5年来，水池铺乡
辣椒生产面积都在 3万亩以上，在水池铺
乡示范引领下，周边的观堂镇、王楼乡、李
庄乡等乡镇农民也加入了大辣椒种植，到
2019年，梁园区大辣椒种植面积达到 15万
亩，10万人从事辣椒产业，包括储存、务工、
包装、运输、装卸等，年产值达11亿元。

按照年前全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规
划，今年，扩大以水池铺乡、观堂镇、王
楼乡、谢集镇、李庄乡为中心的辣椒基
地，带动全区辣椒种植 16万亩。通过外招
内联拉长产业链条，在拓展市场的基础上
进行大辣椒深加工。同时，启动水池铺乡
辣椒特色小镇建设，让特色产业更富特色。

扩大草莓种植规模，持续擦亮双八草
莓品牌。发展以双八镇 6000亩、李庄乡
3000亩的的草莓生产基地，带动全区种植
1.2万亩。重点建设双八草莓小镇，形成

以草莓为主的观光、采摘、休闲现代都市
农业特色园区。

依托农业生产公司、农业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发展建设规模 500亩以上
以花卉、果蔬为主的现代高效农业园
区。重点建设水池铺乡郑红蔬菜园区，观
堂镇刘庄大拱棚辣椒园区，王楼乡韩庄果
蔬园区，谢集镇黄辛庄詹楼葡萄园区，李
庄乡潘堂村闫庄果蔬园区和刘集村草莓园
区，孙福集乡花卉、果蔬育苗园区，刘口
镇大樱桃采摘休闲旅游园区，双八镇现代
高效草莓园区，平原办事处花博园等。

提升科技指导能力，完善区、乡两级农
业技术服务体系，主要做好现代高效农业
园区产前、产中、产后综合服务，争取项目
资金，配套建设园区内路、水、电、沟、渠基
础设施。引进人才、引进技术、引进资金，
精心打造豫东地区一流的现代高效农业园
区，推动梁园特色农业经济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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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梁
园区产业集聚区所有

企业全面复工复产，在
建 项 目 连 天 加 夜 赶 进

度。
梁园区产业集聚区 2016

年被河南省政府命名为商丘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后，以医

药生产、健康运动和副食品加工为
主导的两大产业集群发展势头迅猛，包
括医药物流在内，200 多家企业抱团发
展，可谓是“苦”成气候，“甜”上心
头。

薛凤林说，今年，梁园将以新发展理

念为引领，以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提
升园区规划，提高产业质效，在园区现有
的基础上，培育壮大一批，做强做优一
批，升级改造一批，大刀阔斧走转型升级
之路，推进“二次创业”。

疫情期间，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
梁园区精心谋划“两手抓，两推进”工
作，安踏、舒华、哈森、华杰、五得利等
27家龙头企业先期复工复产，杨森药业、
恒锦智能装备制造东泰制药、一顺药业、
粒子加速器等一批在建项目投入建设。企
业首席服务官走到生产一线，下沉建设工
地开展保姆式服务，重点协助解决项目建
设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力争项目早日建成

投产。各职能部门、乡镇办事处着手对接
在谈项目，力争一批再谈项目早日签约落
地。组织好链条招商，以五得利为龙头谋
划引进物流运输、食品生产等链条项目，
以舒华体育为龙头引进高端健身器材项
目，以杨森药业为龙头引进生物制药项目。

提升规划引领，打造专业园区，加快
实施高新区医药产业园、健康体育产业
园、食品加工产业园、肉食加工产业园、
数字经济产业园、物流产业园 6个“区中
园”建设。重点推进华杰医药、一顺药业
两家企业打造智能物流，推进五得利面
粉、锐力体育、哈森药业、舒华体育等企
业打造智能化车间或智能化工厂。同时，

严格落实省市区污染防治攻坚行动计划，
推进绿色工厂建设，2020年年底前完成产
业集聚区重点行业提标改造。

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做大科技创新企
业总量。支持洁士美、桐华电缆等符合条
件的企业申报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
企业，到今年年底，高新技术企业力争超
过 20家。同时，积极引导企业申报工程
技术中心、技术研发中心。打造院士（博
士）工作站，发挥留美博士任建华等高端
人才人脉关系，引导华原干细胞、粒子加
速器等项目积极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对接，
谋划建设 1至 2家院士工作站或博士工作
站，提升企业自主研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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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瞰高铁新城安置房建设场
景。 本报记者 单保良 摄

▶ 繁 忙 的
舒华体育器材生
产流水线。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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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 园 区
双八镇殷庄村村
民在草莓大棚内
忙碌。 本报
记者 崔 坤 摄

▲ 黄河故道植树造林。本报记者 单保良 摄

阳春三月，春寒料峭的梁园大地，吹面
不寒杨柳风。

从水池铺乡出发，行进在黄河故道一望无际的麦
田上，到千年古镇刘口，放眼望去尽是农民繁忙劳动
的身影。16万亩大辣椒正在打钵育苗，5万亩大棚蔬
菜已经成熟正在走上市场，花开花落，2万亩桃果已
经结出了小小的果实。疫情从联防联控到精准防控取
得阶段性成果，梁园区迅速调转马头，保经济，稳增
长，促发展，把工作重力压上全面复工复产。

梁园区委书记薛凤林说：“实现高质量发展，全
面换挡提速，今年，梁园区锁定‘升级模式’，着力
推动主导产业转型升级，农业方面，坚决扛稳粮食安
全这一重任，夯实‘米袋子’，丰富‘菜篮子’；工业
方面，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力度，加快培育
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化升级传统产业，科学谋划枢纽
经济建设，着力发展电子商务，壮大现代物流业，做
好金融保障，抓好全域旅游。加快网络经济与传统产
业的融合，实行多元化发展模式。”

梁园篇

春深似海，艳阳高照。
眼下，梁园区高铁新城安置区
建设现场，可谓是塔吊旋转，
机器轰鸣，金属碰撞声叮叮当
当不绝入耳，170 栋安置房如
雨后春笋，芝麻开花。

从 100 多米高空航拍的全
景可见，清澈明净的包河南
岸，梁园区安置房建设全面复
工复产，一栋栋楼房仿佛雨后
的春笋在节节拔高。俯瞰新
城，绿意盎然，花开正艳。
受疫情影响，高铁新城在建

项目停工停产一月有余，疫情控
制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梁园区按照

市委、市政府的指示精神，快速落实
“两手抓两推进”工作要求，迅速复工
复产，500万平方米安置房建设抢速度保工
期。在道南，3个项目4个地块的棚户区改
造安置房日夜推进。在这个庞大的建设工
地上，迸发着一股强大的力量，把疫情耽误

的进度补回来。
“为支持国家重点项目建设，道北群

众开明大义，舍小家，为大家，搬离了旧
居，不少群众还没有安置，这是区委、区
政府的一块心病。早日让群众住进新家
园，是今年梁园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
重！”薛凤林在前不久现场办公时对高铁
新城安置区建设指挥部提出刚性要求。

梁园区安置区进展情况牵动着市委、
市政府四大班子领导的心，市委书记王战
营、市长张建慧经常到高铁新城调研指
导，或明察，或暗访，为建设工作激发力
量，破解难题。

梁园区安置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区
委常委、组织部长张海涛告诉记者，在复
工复产上，坚持精准发力，疫情防控取得
重大转机后，指挥部组织 62辆大巴分赴
四川、重庆、贵州等省市，点对点接回建
筑工人。细化任务，全面开工。目前，务
工人员已到岗到位 1万多人，市内工人于
2月29日全部返岗到位，安置区14个在建

地块已全部复工复产，年度施工计划正稳
步、快速、有序推进。为此，他们成立了
复工复产领导小组，细化工作措施，明确
目标任务，并编制了作业区、生活区和办
公区流程图，实行挂图作战。截至目前，高
铁安置区 14个在建地块已全部复工，复工
率100%，各施工单位项目部、管理公司、监
理公司人员已全部到岗到位，涉及 18 个
省、市的施工人员现已返岗 7273人；道南
棚改安置房3个项目4个地块已全部复工，
复工率100%，施工人员已返岗610人。

梁园区政府区长张兵说，梁园区安置
房建设任务重，项目地块多，劳务需求
大，复工复产工作任务繁重。薛凤林、张
兵多次到安置区现场办公，协调解决复工
复产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变压力为动
力，攻坚克难，全力加快各项目地块复工
复产，目前，安置房建设已走向常态。

压实责任，确保复工复产快速见效。
指挥部领导组成员、服务官、项目部管理人
员全部下沉一线，层层明确责任，当好协调

员、宣传员、联络员、服务员和督导员。同
时对复工复产工作流程、领导架构、防控措
施等内容，在施工区多处显眼区域公示，做
到责任明确、分工清晰，确保疫情防控复工
复产工作同步推进。做到督导服务、人力
保障、防疫物资、宣传培训、管控监测、运输
保障、安全措施、审批服务、要素保障“九
个到位”，落实到各个项目工地上。

人员到位仅仅是复工复产的一方面，
物资保障必须同时跟进，在这方面，梁园区
未雨绸缪，做了大量工作。指挥部对各项
目的钢筋存量进行核查，落实进货渠道；联
系商砼站，在确保环保、疫情防控要求情况
下，保证项目开工后的商混供应，有效满足
复工复产物料需求。同时，加大督导检查
力度，坚持日调度、周督办、月总结工作制
度，对每日返岗人员、上工人数、疫情防控
情况进行汇总掌握。积极协调项目资金，2
月 24日以来，高铁安置区共申报和录入项
目库资金 115.73 亿元，其中申报专项债
18.68亿元，录入项目库资金97.05亿元。

发挥抗疫精神发挥抗疫精神，，安置区建设全面推进安置区建设全面推进

——

气势恢宏的梁园安踏产业园生气势恢宏的梁园安踏产业园生
产车间产车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单保良单保良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