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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汽产业

春华秋实果满枝
——曾都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助力工业经济发展纪实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王松 通讯员 王江威

▲ 曾都区委书记张健（左二）调研企业复工复产

▲ 上门为企业服务

▲ 电子产业

真情念好“农”字经
——曾都区农业农村局服务发展纪实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王松 通讯员 李硕

▲ 颁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登记赋码证书

▲ 曾引进种植香根草（何店镇三岔湖村）防治水稻螟虫推进中稻“减药”

▲ 曾都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敖
开亮，党组成员、副局长陈亮树调研指导何店
镇中稻、玉米抗旱救灾

▲ 曾都区推进抗旱夏播暨水稻保险工作

在曾都区高标准粮田里，一块块田地纵横
交错，一派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的
景象……

农业丰，基础强；农民富，国家盛。建市
20 年来，曾都区农业农村局持续强化农业的
基础地位，坚持把农业生产摆在各项工作的重
中之重，依托资源优势，不断深化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着力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农村改
革发展成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强大
的产业支撑。

提质增效 产业基础巩固

近年来，曾都区农业农村局立足地域特
色，大力推进农业产业提质量、增效益，农业产
业提质增效步伐不断加快。

农业生产保持稳定。2019 年全区粮食总
产 25.11万吨，稳定“菜篮子”，蔬菜产量 24.8万
吨；稳定畜牧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生猪出栏
49.15 万头，牛出栏 1.58 万头，羊出栏 4.25 万
只，家禽出笼 1755 万只，曾都区被认定为全国
生猪调出大县，

农产品安全更有保障。全区蔬果样品合
格率达到 98.9％，水产品抽检合格率 100%；实

现重大动物疫病应免尽免，畜产品安全监测检
测合格率 100%。

农业发展基础更加巩固。一是加强农村
土地承包管理。全区土地流转总面积达到
19.21 万亩。占总耕地总面积的 55.42%，土地
流转率稳步提高。二是认真完成了 6.7万亩高
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农业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加快能源服务
发展，全区累计投资 243.24 万元，安装太阳能
路灯 157盏；新建小型沼气工程 4处；新建农作
物秸秆收储运网点 1 个；落实好农民负担及监
督卡发放工作，全区共发放《监督卡》58987份，
地力补贴总面积 31.5万亩，补贴资金 2429.9万
元；开展农业信贷担保工作，会同省农业信贷
担保有限公司开展担保贷款服务，银行已为
37 家经营主体发放贷款 3185 万元；完成农机
购机补贴资金 640万元，受益农户 491户，补助
机具达 731台。

深化改革 增强发展活力

改革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动力，乡村振兴必
须在改革创新上做文章。近年来，全区着力建
立健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

体系，深化农村改革，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明显。一是

特色产业发展取得新成效。创建 10 万亩水稻
绿色高质高效创建项目；发展优质稻面积 20
万亩，500亩以上优质稻基地 25个；开展“猪—
沼—菜”、“猪—沼—树”、“猪—沼—渔”等一批
试点工程建设，推动曾都现代循环农业发展。
二是产业融合步伐加快。2019 年全区新增农
民专业合作社 81家，家庭农场 40家，新增国家
级合作社示范社 1 个；省级休闲农业示范点 1
家；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龙头企业 1 家；曾都区
木本油料现代农业产业园获评省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三是绿色农业取得新进展。加强“三
品一标”品牌建设，新增“三品一标”认证产品
6 个；大力推广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技术，确
保病虫草害危害损失总体控制在 5%以内，农
药使用量比上年下降 2%；涢水河支流的 8家畜
禽养殖场已全部关闭拆除，43 家畜禽规模场
完成养殖污染治理；规模养殖场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率超过 80%，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
装备率达到 95%以上；完成了《曾都区养殖水
域滩涂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规范了养殖行
为。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度加快。全区
参与改革的 131 个村（社区）均已完成清产核
资、清人分类、股份配置、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
和清产核资数据录报的工作，共计清理集体资
产 251927.47 万元，其中经营性资产 85079.10
万元，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304384 人，完成
股金分红 338.65 万元。曾都区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顺利通过省农业农村厅评
估验收，并获得了省领导的肯定。

锐意进取 实现“五大突破”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
曾都区农业农村局将进一步开拓创新，锐意进
取，力争实现“五大突破”，奋力开启高质量发
展新征程。

在中稻发展上有突破。努力打造“随州香
稻”品牌，把发展香稻作为全年中稻生产的重
点，各镇（办事处、管委会）至少办 1 个 1000 亩
的香稻示范片。

在食用菌产业链上有突破。根据曾都的
特色，因地制宜在洛阳、何店、万店、南郊等地
发展香菇种植，2020 年，全区发展香菇 2000 万
袋，实现产值 2亿元，出口 2亿美元。重点扶持
香菇加工企业 3-4 家，建设 5 万棒以上的香菇
生产基地 15家。

在绿色农业发展上有突破。加快农业污
染源普查进度，深入推进农业废弃物综合整
治，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85%以
上 ，规 模 养 殖 场 粪 污 处 理 设 施 装 备 率 达 到
100%，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上。

在农产品加工上有突破。2020年，农业农
村部补贴项目资金 1000 万元，在何店镇建设
农业强镇项目。依托何店农业强镇项目建设，
按照做大总量、培育品牌、集群发展的方向，引
导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向品质消费和精细加工
等领域发力，加速加工企业转型升级，提高产
品附加值。

在产业扶贫上有突破。持续提升扶贫产
业质量，不断巩固产业扶贫成果。合理安排种
养产业发展计划，增加“菜篮子”“米袋子”等短
平快产业项目，大力推广订单帮扶、土地流转、
就业务工、股份合作、资产租赁等带贫模式，增
强新型经营主体减贫带贫的能力。

过去 20 年，曾都区农业特色化、规模化、
产业化的发展步伐加快，现代农业成效斐然。
站在新的起点，开启新的征程，昂扬奋进的曾
都农业人将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高擎现代
农业发展大旗，加快建设品质随州示范区，全
面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随州走过建市 20
年的历史征程。翻开厚重的成绩簿，在随州市
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曾都区经济平稳向
好、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处处呈现出
加快发展、追赶进位的动人风景。

2000 年，原曾都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仅为 58.56亿元；2009年区县分家，新曾都区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09.39 亿元；2019 年，曾都
区工业总产值达到 402.96 亿元，20 年春风化
雨、春华秋实，离不开全区工业战线的拼搏奋
进。

作为工业经济主管部门，近年来，曾都区
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开拓创新，系统谋
划，认真实施“工业强区”主战略，坚持稳增长、
抓创新、促转型，大力营造工业经济发展的优
良环境，推动工业经济迈上新台阶。

培育主体 夯实经济发展底盘

工业是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大动力，
是保障民生、吸纳就业的第一大载体。曾都区
在做大做多做强市场主体、培育工业经济发展
后劲等方面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实现新常态下
的逆势上扬、进位发展。

实施龙头企业培育工程，建立行业龙头企
业和细分领域“隐形冠军”企业培育库，持续跟
踪扶持、定向培育，集中政策、资金、项目、技
术、人才等要素向培育企业倾斜，着力打造 50
亿级、30亿级、10亿级行业龙头企业。

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建立进规企业培
育库，摸清年产值 2000 万元以下工业企业底
数，制定进规企业梯队培育计划。对重点进规
对象，集中力量进行进规辅导。2019 年，新增
进规企业 20 家，全区规模以上企业达到 160

家。
实施重点项目落地工程。着力引进与特

色产业关联的大企业、大项目入驻曾都，利用
引进方的资金、技术、管理、市场优势，迅速提
升产业档次。近年来，常森机械、香思里食品、
程力新基地、华昶科技、东奥科技等项目竣工
投产，央企新兴铸管落户随州重组全力机械，
为全区工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提质增效 厚植产业转型基础

近年来，区科经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把实现赶超与实现升级结合起来，不断
增强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以技术改造促进转型升级。全面实施“万
企万亿技改工程”，引导企业加快新产品、新技
术、新工艺、新装备转变，实现产品换代、机器
换人、设备换新，提升企业整体实力和核心竞
争力。2019年，全区工业技改投资项目 95个，
泰晶科技成为全国首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以科技创新引领转型升级。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战略。坚持聚焦先进制造技术、新材
料、新能源、生物技术、电子信息等领域，大力
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工程，不断完善科技创
新体系建设，增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培育力
度。2019年，全区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44家，认
定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1 家，转化科技成果 17
项。

以区校合作推动转型升级。深入推进“科
技成果大转化工程”，构建企业高校沟通桥梁，
畅通企业院所交流渠道，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2019 年，先后组织企业负责人赴深圳开
展人才战略等相关培训，组织专家教授举办科

技创新培训班、科技政策宣讲暨业务培训会，
邀请武汉理工大学、武汉科技大学、湖北专汽
研究院、省农科院、浙江大学等高校院所专家
教授为企业把脉问诊、排忧解难。

尽心尽力 激活经济发展动能

为降低新冠疫情为企业带来的冲击，夺取
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双胜利，区科经局牢固树

立“上心思考、上门服务、上帝待遇”理念，积极
主动给企业和个体经营者送政策、送信息、送
支持、解难题，增强企业获得感，当好企业的

“贴心人”。
全心投入解难题。在疫情爆发期间，该局

全员上阵，投身防疫一线。安排专人进驻企业
复工复产前、后方服务部，为企业开展 24 小时
值守服务。协调企业货运车辆进出，为企业贯
通各个交通、社区卡口，保障应急复工企业物
流、人流畅通。

悉心组织促复产。在疫情好转后，为确保
企业生产的“发令枪”响之后，全区规上企业能
够快速起跑。区科经局提前谋划，根据疫情形
势变化先后出台四版企业复工指南，指导企业
做好复工复产准备。同时，考虑到当时防疫物
资短缺，该局还协调医药平台锁定库存，帮助
企业备足防疫物资，并组织了 40吨酒精、25吨
消毒液、80 万只口罩免费发放到企业，为企业
复工复产的防疫物资提供了坚实保障，使得曾
都区规上企业复工复产率能够位于全省、全市
前列。

用心服务谋发展。在进入常态化疫情防
控期间，区科经局牵头起草了《驻厂特派员工
作方案》，让驻厂特派员作为企业防控工作的
第一把门人，督促指导企业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目前，全区已选派 100 名区直干部驻厂督
导，加上镇办选派干部，实现了规上工业企业
驻厂特派员全覆盖。另外，该局还组织全体干
部职工向企业宣传惠企政策、传递科学防控信
息，帮助企业增强信心、渡过难关，力争年底实

现工业经济正增长目标。

逆势奋进 展现工业担当作为

目前，全区工业正在抓生产、抢进度、赶订
单，各项主要指标加速恢复、态势良好。下半
年，区科经局将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区主战略，牵头抓好“产
业升级示范行动”，力争全区工业经济继续在
全市走在前列、当好示范。

化危为机转动能。抢抓“新基建”布局期，
协调加快 5G设施建设，大力推广智能化、网络
化、数字化等新技术应用。抢抓国产替代机遇
期，加快产品研发创新，力争迅速填补国内市
场空白。

提质增效强支撑。抓实应急产业提升带
动力，着力形成以车载应急装备为主导的应急
产业集群，带动相关产业转型升级。抓实研发
应用提升创新力，充分发挥湖北应急产业技术
研究院平台作用，全年力争转化科技成果 15
项、研发新品 10 件、新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10

家。
抓大带小促增量。加快应急产业项目建

设落地，重点策划、推进应急产业科创园、应急
装备博览中心、应急技术研究院、专用车检测
试验场等引领型项目，带动一批应急制造类项
目加快建设、投产见效。推动技改项目加快实
施，力争策划实施技改项目 20 个以上。推动
中小微企业梯队成长，力争新增“隐形冠军”企
业 5 家、进规企业 15 家，产值过 1 亿元企业达
到 80家。

扬帆力排千重浪，迈步更上一层楼。新起
点、新征程，区科经局将紧紧围绕品质随州示
范区建设目标，始终突出创新转型主题，以应
急产业、大健康产业为引领，以拳头产品为突
破，推动五大产业提质增效、专精特新，不断促
进曾都区工业经济高质量持续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