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五”期间，睢县按照中央、省、市工作部
署，立足构建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现代服务业等
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危机中育先机、变局中开新局，助
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现代工业强筋壮骨

11月3日，为睢县足力健制鞋产业园提供长期服务
的睢县产业集聚区副主任勾海涛介绍，目前该企业创新
创造出了全球一流的智能化制鞋产业生产线，每条生产
线配备法拉利机器人手臂6只，设计24小时生产，日产
能 3000双鞋，相比传统生产线节省人工 80%以上。智
能化车间全程自动化，实现了生产自动化、流程模块
化、管理数据化。

以前，睢县在制鞋和电子产业上是一穷二白，工业
基础仅限于最初的造纸、酿酒、机械加工等传统工业体
系。自 2012年始，制鞋和电子信息逐步发展成为睢县
的主导产业。

近年来，睢县依托国家火炬智能终端特色产业基地
建设，加大科技投入，确立 26家重点企业，拿出 5000
万元奖励资金用于科技创新，全面实施绿色化改造、智
能化改造和企业技术改造“三大改造”，相继与中国皮
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四川大学、郑州大学等多家院校
结成“产学联合体”，并成立了河南省科技中小型企业
创业服务中心、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站。同时，以

“科技服务进民企”活动为载体，组织、帮助企业申报
国家专利 400余项、授权 300余项，金振源电子科技等
7家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成功申报省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4家。2018年，睢县鸿大光电子科技与中科
院光子信息与能源材料研发中心成功签约，成立中科院
光子信息睢县研发中心。

如今，睢县产业集聚区已成为“全省‘十快’产业
集聚区”“河南五星级产业集群”“中国制鞋产业基
地”，安踏、特步、李宁、361°等10多个国内外品牌鞋
业落户睢县或在睢县生产。产业集聚区现拥有科技型企

业 40余家、制鞋及鞋材企业 200余家、成型线 100多
条，产能突破 1.5亿双，鞋材综合配套能力达 90%。电
子信息企业达20家，总产能突破3亿件。睢县的制鞋和
电子企业正向“中国智造”“中国创造”“中国质造”方
向奋进。

现代农业体强羽丰

“十三五”以来，睢县按照“南笋北椒中果蔬”的
种 植 业 产 业 布 局 和 “55455” 养 殖 业 产 业 布 局
（“55455”即全县养殖蛋鸡达到500万只、蛋鸭500万
只，养猪40万头，养羊5万只，养牛5000头），加快推
进现代特色农业“四化”发展。

睢县大力实施“质量兴农”战略，先后建成4个精
品产业带、14个特色产业示范点、30个绿色生态农业
基地、206个标准化养殖场（区）；先后高标准建成中
顺农业、凤彩农业、云腾科技等一批特色农业产业园
区，培育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120家，市级以上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20家、农业产业化集群2个。

目前，该县已认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
食品 10个，潮庄水东芦笋、城郊中顺辣椒、胡堂金果
等享誉省内外。凤彩农业已打造出集草莓组培、育苗、
种植、采摘为一体的“草莓小镇”，“中原老家乡”被评
为中国著名品牌，水城德福食品公司成为河南省出口农
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基地，睢县云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成为河南省唯一一家上海市市外蔬菜主供应基地。

该县还以加快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和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为主线，推进布局区域化、生产标准化、经营规模
化、发展产业化、产品绿色化。以瑞亚牧业为龙头的养
牛，宏泰禽业为龙头的养鸡，以老家乡、水城德福为龙
头的养鸭，以凤飞、高老庄为龙头的养猪等特色养殖、
规模养殖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特色养殖正从产品到品
牌、从品牌向标准梯次推进。

同时，该县还运用“农机合作社+互联网”“农机
合作社+远程教育”等模式，加强与多方高新科技公司
的交流与合作，多渠道引进智能化机车，建成“全程机

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的新型农机服务组织 10多
家。

“目前，我们合作社农业服务范围已扩展到新疆、
安徽、山东等10多个省（自治区），飞防面积超过20万
亩。”白楼乡海涛农机合作社理事长王海涛说，合作社
现拥有无人植保飞机 10架，收割机、小麦免播机、深
松机、大型烘干机等各类农业机械化设备近400台。

现代服务业展翅翱翔

近年来，睢县树立“电商物流产业强县”发展理
念，坚持以“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导向”的原
则，完善了“电商物流快递配送体系”，在睢县城乡形
成了农产品进城与农资、消费品下乡双向流通格局。

“我们公司是一家集养殖、种植、蛋肉制品加工生
产销售以及电子商务运营于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公司。”
河南省老家乡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振龙说，公司现拥
有全职员工 200多人，先后打造了芦笋、木耳、平菇、
红薯粉条、花生等系列“中原老家乡”牌特产，在中国
民族品牌领袖年会上被评为“最具影响力民族品牌”，
直接服务200余万户家庭、600多万消费者。

据统计，自 2015年睢县被批准为全国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以来，建成县级物流配送仓储中心 1
个，发展物流企业 86 家、快递企业 11 家，从业人员
2600多人，每天的物流快递收件达10万件，发件达5.5
万件；乡镇物流配送代办点 75 个，覆盖全县 20 个乡
（镇）所有行政村。2019年，睢县的物流快递企业利税
达 3000万元。同时，该县还建立了睢县中原水城电商
园，入驻园区的品牌电商、代运营、电商培训、快递等
电子商务企业突破100家，2019年实现全年销售金额两
亿元以上，以智能化为代表的无接触经济在睢县县域经
济发展中日益凸显。

该县还结合实际，用好 5G+，打造“智慧党建”
“智慧生态”“智慧警务”“智慧路灯”“智慧农业”“智
慧医疗”“智慧水系”、“城市运营中心”等智慧城市，
展现“无处不在的城市感知”和县域智慧城市样板。

睢县：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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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乡村振兴在行动

简讯快报

11月 10日，睢县长岗镇西村吉坤鞋业有限公司扶
贫车间内，工人们伴着轻快而富有节奏的针车机响声，
正在赶制发往连云港的订单产品。

2018年 6月，吉坤鞋业有限公司入驻西村扶贫车
间，提供70个就业岗位。“以前在外地打工，一个月挣
不到多少钱。如今在家门口上班，方便照顾家中父母和
孩子，除了底薪还有计件工资，一个月能挣 4500元。”
年轻工人祁帅一边忙活，一边答复记者。

今年疫情期间，由于吉坤鞋业生产的赛车鞋和登山
鞋等产品都是外贸订单，为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睢县纪
委监委驻村工作队一直关注吉坤鞋业的复工复产工作。

“我们积极、全力做好服务工作，想办法帮助企业解决
遇到的问题和难题。”睢县纪委监察委派驻该村驻村第
一书记付鹏举说。

在西村，产销两旺的不仅有制鞋业，还有食品加工
业。2016年4月，该村的商丘三和食品有限公司注册生
产。“以前企业生产经营糖果，但是由于设备采购价格
贵、生产的产品低端，后来进行生产转型升级，现在采
取批发零售等多种形式生产经营焙烤食品、糕点等，可
提供 10余个就业岗位。”该村党支部书记李韶华介绍
说。

“曾经的西村，资源缺乏，村经济非常薄弱。”李韶
华说，2015年之前，该村群众收入主要靠种植小麦、
玉米，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滞后，村内环境脏乱差。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在村“两委”和驻村工作
队的共同努力下，该村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居住环境、
强力推进产业发展，走出了一条符合本村特色的发展道
路。

该村铺设道路 3000 多米，硬化路面达 1.4 万余平
方米；安装路灯 50余盏；栽种绿化树苗 2000棵、草皮
400多平方米；为方便村民娱乐健身，安装体育器材10
余组；搭建农村大舞台，为老百姓提供听曲看戏的去
处；为方便群众读书看报、丰富农业知识，设立农家书
屋，配备种植养殖等图书 2000余册；建设光伏扶贫电

站两座，规模合计 400千瓦，每年约 24万元的经济收
入；搭建了300平方米的扶贫车间，方便群众家门口就
业。另外，村内有辣椒 278亩、大蒜 300亩、农民合作
社4个、养殖场8个。目前，该村集体经济收入可达60
万元。

“俺村一座 300平方米的冷库正在建设中，下一步
准备扩大辣椒和大蒜的种植面积，再建一座脱水蔬菜
厂。”“为带动村里群众致富，还打算种植100余亩的药
材……”说起该村下一步的发展前景，李韶华和付鹏举
争相介绍。

长岗镇西村：以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富
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陆 曦

11月 9日，记者驱车沿着平坦宽阔
的水泥路驶入睢县尤吉屯乡聂楼村，远
远望去，一片片绿油油的麦田和一排排
整齐的农舍映入眼帘，村民们在路口悠
闲地聊天，一派安宁祥和的村居景象。

聂楼村位于睢县东南部，与宁陵县
接壤，是睢县较大的回汉杂居村，全村
有汉族村民 1450人、回族村民 1550人，
党员53人。由于当地群众信仰和风俗不
同，十多年前，这里曾是县里出了名的

“乱村”。

如今，聂楼村成了有名的群众幸福
指数高的团结村。

“无论是对回民、汉民，只有心里一
碗水端平，才能有效解决群众的事。”问
起村支部书记马昌宣的治村“法宝”，他
坦然说道。

2019年，村内回汉之间发生一起车
祸致死案件，双方的赔偿问题始终没有
在交警队达成协议，马昌宣出面协商使
案件得以顺利结案。

虽然聂楼村是非贫困村，但是该村

在推进脱贫攻坚进程中也不落后。该村
克服重重困难，上争政策、下聚民意，
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极大改善了群
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民族团结，
发展了民族经济。

村内维修道路共计17公里，村民自
筹资金安装路灯 300余盏，50眼机井全
配套。此外，村内种植花生 800亩、大
蒜 400亩。近几年，该村养鸡、养羊规
模不断扩大，散养户达 80%。村内有 2
个养鸡场，养殖柴鸡和蛋鸡 3 万余只，

群众收入不断提升。
众人拾柴火焰高。该村紧紧围绕落

实党的民族政策、争当民族团结友好示
范村这一目标，先后与许堂、余屯等 4
个村结成了友好村。在村内，开展互帮
互助，加强回汉群众的联系与交往，增
进了解。如今，聂楼村每季度都要对党
务、政务进行公开，接受群众监督。特
别是农村低保、危房改造、强农惠农政
策落实情况，严格按照“四议两公开一
监督”工作法操作，确保了群众权益，
也赢得了群众的拥护。该村曾荣获“全
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村”“五好支部”

“先进支部”等荣誉。
“下一步，俺村将利用治理村边的余

屯沟，让村庄环境变得更美。另外，俺
村邻近正在建设的 343国道，更有利于
今后的产业发展。”说起聂楼村未来的发
展，马昌宣底气十足。

尤吉屯乡聂楼村：团结浇开幸福花
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陆 曦

11月10日，睢县长岗镇西村吉坤鞋业有限公司扶贫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赶制订单产品。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本报讯（李 洁 黄子茜）“睢县纪委监委建立谈话指挥中心，
安装远程视频监控系统，构建远程‘指挥所’，为监督执纪插上了
科技翅膀。”11月11日，睢县纪委监委宣教中心负责人介绍说。

打造一线作战“主战场”。睢县纪委监委高标准推进宣教中心
谈话室标准化建设，对每间谈话室及设施进行软包处理，并配备了
360度全景摄像头、固定摄像头及录音设备，确保日常视频监控全
覆盖、办案录音录像不间断，为有效固定谈话证据提供了科技支
撑，为安全文明办案提供了基础保障。

设置分析研判“参谋部”。睢县纪委监委经过统筹规划、科学
布局，紧挨谈话室同步设置了7个功能完善、便捷实用的案情研判
室，能够同时容纳 10余人参加案件研判会，极大地方便了办案人
员查阅各项证据资料、及时分析谈话内容、组织开展案情研判、及
时调整谈话方案。

构建远程“指挥所”。为便于分（协）管领导和案件主办人远
程指导、监督谈话，提高谈话效率，睢县纪委监委高标准建立了谈
话指挥中心，安装了远程视频监控系统，配备了音响、对讲等设
备，并指派专人加强日常管理和维护。对一些疑难案件，主管领导
根据办案需要和授权，通过指挥中心实时指导谈话工作，全局把控
审视谈话内容，分析研判、提出合理建议、校正谈话方向，强力推
进疑难案件的快速突破。

睢县纪委监委

打造一线“主战场”

构建远程“指挥所”

本版新闻统筹 黄业波

据清代光绪《续修睢州
志》记载：西陵，在州西三
十里，与东陵对峙。这里所
说的东陵和西陵分别指的是
宋襄公和后汉高祖刘知远的
陵墓。因为西陵在此，所以
此地得名西陵。2005 年 12
月，睢县原西陵镇、榆厢乡
合二为一组成了现在的西陵
寺镇。

五代时期，后汉皇帝高
祖刘知远病入膏肓，临终前
召集文武大臣，商议死后墓
葬何处。这时，大臣中的一
位襄邑人向皇帝跪禀：“万
岁，襄邑县城西 30里处有一
村庄，乃是风水宝地，东汉
光武帝刘秀曾在此避难，化
险为夷，后人给这个村庄起
名叫宿龙寺。我们刘姓本是
大汉的后代，虽中途衰落，
但光武帝刘秀雄才大略、气
吞山河，又恢复了我们的汉
室。臣认为宿龙寺确是一块
风水宝地，墓地选在此处最
好。”不久，刘知远驾崩，葬
在了宿龙寺。由于睢县北湖
岛上有东陵宋襄公墓，于

是，后人把与之相对应的刘
知远墓叫做西陵，把宿龙寺
也改叫成了西陵寺。

在西陵寺镇，还流传着
很多王莽赶刘秀的传说。相
传，刘秀在逃亡途中，有一
晚夜宿西陵寺镇，不知不觉
中王莽的部队已经逼近。西
陵寺镇的蝼蛄为了救刘秀，
聚在一起拱醒了沉睡的刘
秀，刘秀这才得以在王莽部
队赶到之前逃脱。王莽得知
此事后，给蝼蛄判了“斩
首”之罪，把西陵寺镇所有
的蝼蛄给砍了头。后来，刘
秀就用枣树上的刺把蝼蛄的
头和身子接了起来。还有西
陵寺镇的公鸡，直到现在南
村的公鸡都比北村的公鸡叫
得早，据说这是因为南村的
公鸡当初为了提前叫醒刘秀
逃命而改的习惯。

扳倒井的传说也出自西
陵寺镇。传说刘秀逃亡时跑
得人困马乏，来到一口水井
旁时，饥渴难耐的他却没有
办法从井中取水。刘秀自言
自语地说：“这口井要是歪点
该多好啊！”刘秀话未说完，
水井听到真龙天子的旨意立
刻歪倒在地，刘秀这才喝到
了水。据说，前几年在西陵
寺镇还能见到这口明显倾斜
的歪井。

西陵寺的传说
襄睢文

11月10日，睢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周堂
镇、白庙乡、河集乡等乡镇农情定点监测点，对不同类型的麦田
开展了小麦冬前调查分析工作。目前正值冬前麦田管理的关键时
期，此举的目的是准确掌握今年全县冬前小麦苗情，有针对性地
搞好小麦管理。 黄新华 摄

近年来，睢县长岗镇依托“南笋北椒中果蔬”布局，发展辣
椒、芦笋、上海青、大蒜、药材等经济作物近万亩，现已形成该
镇种植主导产业。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十三五十三五 新经济 新业态 新出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