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年来，石泉县委、县政
府始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团

结带领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苦干实干，砥砺前行，奋勇争先，沉

着有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着力做靓乡村、做
大项目、做强工业、做旺旅游，坚定不移推进县域
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 向全县人民交出了一
份厚重提气的时代答卷，奋力谱写了新时代追赶超
越新篇章。

石泉县锚定“市前茅省一流”目标，奋力争先创
优，县域经济监测排名进位至全省第 22 位，荣膺经
济社会发展争先进位奖， 先后获得中省表彰 65
项， 承办中省现场会 14 次，23 项创新工作被中
省推广，脱贫攻坚成效四次获得省考“好”格
次、 市对县年度目标考核三次获得 “优

秀”，石泉对外影响力和知名度、美
誉度不断提升。

奋奋力力谱谱写写新新时时代代追追赶赶超超越越新新篇篇章章
——————石石泉泉县县五五年年来来经经济济社社会会发发展展回回眸眸

十天高速石泉出入口

石泉经开区

后柳水乡

喜河民俗风情街

一到周末或节假日，石泉县秦巴老街、后柳水
乡、熨斗古镇、饶峰驿站、明星桑海等景区景点，游
客是络绎不绝，秀丽的山水风光、独特的古街小巷、
多彩的风俗文化吸引大批游客来体验。

近年来，石泉县切实把康养旅游作为富民强
县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来打造，努力将生态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推动旅游业调结构、转方式、育动
能 ，以全域旅游 “一根线 ”，串起全县多业融合发
展新局面 ，描绘出乡村振兴美丽新画卷 ，相继成
功创建为首批陕西省全域旅游示范区、第二批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第五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

石泉县通过加大投入保障， 优化营商环境，整
合配套旅游产业资金， 县财政设立 1000 万元旅游
产业发展基金并建立逐年增长机制，出台《促进旅
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奖励办法》、《“引客入石”奖励办
法》，重奖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着力打造“秦巴

水乡·石泉十美”旅游品牌，凝聚形成了“党政统筹、
市场主体、部门联动、全民参与”创建的强大合力。
先后招商引入 10 余家市场投资主体， 从事景区景
点开发、旅游商品研发等，总投资超过 20 亿元。 累
计发放 2700 余万元奖补资金、1.5 亿元贴息贷款，
政府贴息超过千万元。 全县在旅游产业的基础设
施、景区景点、公共服务等方面投入共计 20.62 亿
元。

舞动山水兴旅游，一业兴起百业旺，全域旅游
有效促进了石泉县产业融合发展，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6 年的 9.7:66.3:24 优化调整至 11.8:48.4:39.8。截
至目前， 石泉县已建成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5 个、
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5 个、 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1
个、国家森林公园 1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村 3
个、省级旅游特色名镇和示范村 13 个，全县直接或
间接从事旅游业的人员突破 2 万人。

全县共创建 18 家特色示范店农家乐 （餐饮

店）， 发展 180 余家旅游民宿宾馆等设施 ， 设有
7000 多张床位， 建成 25 家大型旅游购物场所、21
家旅游商品生产基地、19 家旅游商品线上网店，开
发富硒农产品、风味小食品、文化纪念品等 80 余种
热销旅游商品，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 2016 年的
12.6 亿元增长至 2021 年的 34.3 亿元。 一业带多业
深度融合发展带来的放大效应，有力推动了乡村的
全面振兴。

五年来，石泉县旅游接待人次及旅游综合收入
增速保持在 20%以上， 旅游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达 24.87%，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70 亿元以上。 2020
年在疫情冲击之下，石泉县旅游接待人次和综合收
入均恢复至上年的 95%，2021 年全县 31 家规模以
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3163 万元，同比增长
10.6％， 全域旅游已经成为推动经济恢复性增长的
强大引擎和重要支撑。

这几年，石泉县后柳镇中坝村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 着力把移民搬迁社区打造成为作坊体验小镇，
辐射带动周边 8 个村 600 余户发展特色种养殖业，
让群众持续稳定增收。如今在中坝村，生态停车场、
文化活动广场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群众
居住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石泉县在深刻领会中央
精神、吃透把准县情、认真总结“三个五”扶贫经验
的基础上， 突出中央和省市精准脱贫的核心要义，
系统谋划推进坚持“六个精准”要求、实施“六个一
批”工程、健全“六个一”工作机制的“三个六”脱贫
攻坚战略，实行资金精准下达、项目精准安排、帮扶
精准对接三个全覆盖，形成了“精准识别———精准
帮扶———精准退出”的完整闭环，有效解决了“扶持
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顺利实现了高质量脱
贫摘帽目标。

石泉县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政治和第一

民生，聚焦脱贫攻坚村级主战场，建立了驻村帮扶
“六个一”工作机制；聚焦压实驻村帮扶责任，实行
“五个一律”责任追究机制，有效推动了工作落实。
五年来投入扶贫资金 15.59 亿元，完成基础设施项
目 2496 个，培育产业经营主体 1600 余个，创造了
减贫 74 个贫困村、14051 户 38427 人的骄人成绩，
如期实现贫困县脱贫摘帽的既定目标，省级脱贫攻
坚成效考核五年四优，财政绩效管理受到国务院督
查激励， 困扰石泉人民的绝对贫困问题一去不复
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实现整县脱贫摘帽后，石泉县继续落实“四个
不摘”要求，建立县、镇、村三级防返贫监测帮扶机
制并实现了工作常态化，着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的底线。 围绕建设美丽生态、美丽环境、美丽经
济、美丽形象、美好生活“五美乡村”抓谋划发展，坚
持一镇一业一龙头、一村一品一园区，大力实施产

业振兴“五十百千万”工程，着力构建以农业龙头企
业为引领、农旅融合示范区为典型、集体经济示范
村为纽带、家庭农场和农村能人为基础的产业振兴
体系，促进农业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实现了乡
村振兴良好开局。

目前， 全县累计培育发展现代农业园区 106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290 个，家庭农场 648 个，“石
泉蚕丝”“石泉蚕桑茧”“石泉黄花菜”等名优特色产
品叫响全国。 2021 年，全县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 12837 元，同比增长 10.8%，高出全省全市
平均水平。

“今年我们将继续坚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为‘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持续抓好产业就业富民增收、 村集体经济壮大、人
居环境整治等乡村建设‘六大提升工程’，扎实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切实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
石泉县委书记陈莲说。

新春时节，走进石泉城乡大地，在乡村振兴一
线、项目施工现场、企业生产车间，处处涌动着项目
建设的热潮，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奋力拼搏“十四
五”“开门红”，构筑起一幅幅高质量发展的“石泉实
美”图景。

在石泉县古堰工业园区，园区大道把各企业连
在一起，企业车间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一个个项
目，一条条生产线，一件件新产品，令观摩者倍感振
奋。这都是该县创新思维方式、精心谋划储备项目、
引进项目建设投资的结果。

石泉县坚持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稳增长的关
键支撑，高点规划谋项目、全民招商引项目、创新创
业上项目、多方合力建项目，切实在全县上下形成
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好项目、共抓项目的浓厚氛
围。坚持以“建链、补链、强链”为切入，全民招商、以
商招商、园区招商和招才引智并重，创新组建市场
主体服务中心，全程为企业提供帮办、代办、领办保

姆式服务，近五年累计引进项目 274 个、到位资金
445.82 亿元，为石泉县发展积蓄了强大后劲。

坚持以高质量项目建设为核心，把主要精力向
项目集中、工作重心向项目集聚、资源要素向项目
集结。实行县级领导挂帅主抓高质量项目建设工作
机制，一线督促协调解决项目推进难题。按照“前期
项目抓落地、落地项目抓开工、在建项目抓进度、竣
工项目抓投产”的思路，坚持工期倒排、时间倒计、
责任倒逼，扎实有序推进项目建设，每年开工建设
重点项目 150 个以上，近五年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 512.5 亿元。

五年来，石泉县结合宜游、宜业、宜居“三宜”建
设，抢抓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大好发展机遇，创新
谋划一批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重大项目。 新形势
下，石泉坚持建设全国“两山”示范县、全国文化旅
游名县、西北生态经济强县“三县”定位，紧盯中省
投资导向、市场主体需求和人民群众需要，积极谋

划铺垫一批补短板、增后劲、利长远的重大项目。累
计策划包装 5000 万元以上项目 84 个 ， 总投资
271.3 亿元，转化落地 17 个，让“十四五”发展有了
实实在在的项目支撑。

2021 年以来， 石泉县大力实施项目支撑带动
战略，出台了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建立了“五个一”项目包抓推进责任机
制，配套制定了项目监督、检查、考核及项目建设、
招商引资等专项考核办法，全年实施重点项目建设
151 个、投产投用 99 个、完成投资 123.4 亿元，新引
进项目 80 个、实现到位资金 124.67 亿元。

“今年我们将继续强化‘大抓项目、抓大项目、
狠抓产业项目’的鲜明导向，高质量抓谋划，快节奏
抓推进，全方位抓保障，持续掀起以项目看实绩、比
高下、论英雄的热潮，切实以高质量项目扩投资稳
增长，扎实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石泉县委副
书记、代县长梁鸿说。

走进石泉县工业集中区的陕西奥邦重工集团
有限公司智能制造车间， 一排排 i5 智能机床正在
进行在线生产。

近年来，陕西奥邦重工集团通过与西安理工大
学、陕西科技大学等建立产学研合作协议，成立首
家智能制造专家院士工作站， 为企业解决技术难
题。 近两年公司已研发专利技术 110 余项，有效推
动了企业转型升级。奥邦重工也被认定为省级高新
技术企业和市级“科技型小巨人企业”。

石泉县以培育奥邦重工为龙头企业，重点在汽
车零部件领域，加快工业软件、智能控制、工业互联
网等技术的集成应用， 全力打造企业集聚度高、自
主创新能力强、品牌效应明显、市场占有率高、上下
游企业齐聚的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产业园区。

近年来，石泉县坚持“四个转变”狠抓工业经济
发展，发展定位由传统工业向新型工业转变，新上
项目由泛泛招商向选商挑商转变，企业布局由遍地
开花向园区聚集转变，发展模式由规模发展型向质

量效益型转变，积极探索新型工业发展之路。 围绕
“循环发展、富民强县”主题，切实按照“抓大、强中、
扶小”的思路，狠抓企业培育扶持不放松。

通过深入挖掘民间投资潜力，全面落实贷款贴
息、新增产能和规模培育奖励等政策，大力支持扶
持企业转型升级改造、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品层
次、扩大生产能力。先后培育了天成丝业、富泉纺织
等丝绸服装类龙头企业， 形成了集制种、 养蚕、缫
丝、织绸、服装、家纺及副产品生产销售等一体的全
产业链条；培育了奥邦锻造、秦巴水利等装备制造
龙头企业，形成了以汽车零部件加工为主的装备制
造产业园；培育了自嗨锅料理包、正兴黄花菜、柏盛
魔芋等富硒食品龙头企业， 形成了集种养基地、精
深加工及销售于一体的富硒食品产业链；培育了康
达电子等电子线束龙头企业，形成了“园区总部+新
社区工厂+家庭工坊”的新兴产业发展模式。

坚持走科技创新发展之路，累计协助企业申报
中省市科技计划项目 20 个，联合高校、科研院所设

立市级专家工作站 5 个以及长安大学石泉资源研
发中心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石泉蚕桑重点实验室，
研发新产品 46 个，推广新技术 19 项，创新工艺 7
项，申请专利 32 项，获得省市科技进步奖励 6 项，
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32%。 如今，石泉县工业经济已
经呈现出规模扩张、特色鲜明、效益逐增、转型发展
的良好趋势，多次荣获全省加快发展中小企业先进
单位，全省企业技术改造工作先进县，石泉县工业
集中区成功升级为安康市首个省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

近五年，全县年均新增市场主体 2600 户以上，
累计发展民营企业 2300 多户，“五上”企业达到 216
户，2021 年非公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64.3%。
这些工业企业在城乡打造建立了产业基地 10 万余
亩，带动创业就业 4 万多人，有效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实现了企业规模壮
大、群众稳步增收的“双赢”目的。

做靓乡村 巩固衔接助振兴

做大项目 强化投资稳增长

做强工业 紧抓引擎强支撑

做旺旅游 产业融合促发展

通讯员 许兵
航拍石泉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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