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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峰：

在红土地上谱写新篇章

这是一片神奇的红土地。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横峰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红色省会”，方志敏等革命

先烈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各方面伟大的建设和创造。 是清贫精神的发源地和方志敏精神的首创地，是“可爱

的中国”伟大构想的产生地。

今天，横峰人民牢记习总书记“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作示范、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的要

求，传承红色基因，感恩奋进、接续奋斗，切实增强“小县也有大作为”的坚定信心，奋力书写新时代的新篇章。

长期以来，横峰是“国定贫困县”。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奋发有为，带领全县干部群众打赢了“秀美乡村”建设、

精准脱贫、主攻工业决战园区等一系列战役，

2018

年

7

月，横峰县以“零漏评、零错退”的优异成绩，顺利通过脱贫

摘帽国家检查评估，成功摘掉了

31

年的贫困县帽子；完成了

660

个秀美乡村“七改三网”扫一遍，实现“首次获评

全省农业农村综合工作先进县、科学发展综合考评先进县”两项突破，走出了乡村发展困境，改变了城乡面貌、助

推经济结构优化，促进民生事业全面提升，产生了“一花引来百花开”的蝴蝶效应。 经济社会快速稳定发展，人民

生活更加幸福，方志敏“八个代替”美好畅想逐步变成现实，横峰正在建成生态环境优美、经济结构优良、民生发展

优先的幸福新横峰和“可爱的中国”摇篮。

一个人口仅

22

万的小县， 十七年弹

指一挥间，在寸草不生的红石山地上建起

了一座年主营业务收入近

200

亿元的经

济开发区，创造了县域经济发展的奇迹。

上个世纪末，横峰还是一个纯粹的

农业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刚过千万

元。

2002

年，横峰经济开发区在一片红

岩荒山上破“ 石”动工。 从当初的

1

平方

公里， 到如今已扩大到

5.53

平方公里，

横峰先后投入

30

多亿元用于园区的基

础设施建设。 昔日的荒山野岭，如今已

华丽转身为“ 近

200

亿元工业板块”。 工

业转型升级扎实推进：

2004

年， 该县经

开区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3.2

亿元， 完成

税收

1000

万元 ；

2018

年该县经开区完

成主营业务收入

186.43

亿元， 比

2004

年增长

58.26

倍； 完成税收

7.8

亿元，增

长

78

倍。

2017

年，横峰经开区荣获全省

“ 两率一度 ” 优秀工业园区称号 ，

2018

年，被授予江西省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

融合“ 示范园区”荣誉称号。

有色金属产业独占鳌头。 该县紧紧

抓住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

实施产业招商 ， 主导产业经历了从锁

业———粗铜加工———有色金属精深加工

的三次转型升级。大力实施有色金属产能

倍增计划，形成了以铜冶炼和精深加工为

主、其它有色金属产业加工为辅的有色金

属加工产业集群， 产业规模处于全省前

列，

2012

年被授予“ 江西省有色金属加工

产业基地”称号。

2014

年，横峰经开区有

色金属综合回收利用产业集群列入首批

60

个“ 全省工业重点产业集群名单”，是

当时上饶市列入全省工业重点产业集群

名单的四个重点产业之一；

2015

年

4

月，

横峰经开区获江西省

2014

年度经济总量

上

100

亿元产业集群奖。 集群以和丰、中

旺、飞南等铜冶炼为龙头，集聚百川电导

体、耀泰、虹联、人民线缆等一批精深加工

配套企业，共有有色金属企业

34

家，其中

延展铜棒、铜带、铜管等有色金属精深加

工延链企业

11

家，集群初步形成了上中

下游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 目前，和丰、

中旺、 飞南三大龙头骨干铜材企业都已

经实施了倍增计划， 三家铜材企业全部

建成后主营收入均有望突破百亿， 有色

金属板块总量可以突破

600

亿元， 税收

可达

60

亿元以上，占经开区比重的

86%

。

一斤红薯卖到六块钱！ 你听说过吗？

“ 我们的富硒红薯通过电商走向全国，摆

上了马云、马化腾等商界精英的餐桌，还

走出了国门远销东南亚， 成了带动村民

致富的‘ 香饽饽’。 ”港边乡善塘村支书杨

金彬娴熟地将客户下单的红薯装箱打

包， 车间现场胶带封装快递包裹的声音

不绝于耳。 靠“ 线下生产、线上经营”让农

产品“ 接网触电”，擦出的是“ 价值倍增”

的火花。 发展思路在变，发展方式在变，

发展节奏在变———红薯飞涨的“ 身价”折

射出的是

70

年横峰农业转型升级的精

彩嬗变，农业现代化建设迈入新时代。 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50

年的

4.6

元 、

1978

年 的

99

元 增 至

2018

年 的

10470

元 ，

1978-2018

年间增长

105.76

倍，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

发展特色产业， 调优产业结构，培

育新型经营主体。 横峰大力发展“ 绿色、

有机、生态、健康”农特产品 ，重点抓葛

根、油茶、油菜、蔬菜、竹子、水稻育种等

6

个万亩基地和葡萄、血橙、桑葚、马家

柚、猕猴桃、美人橘等

15

个千亩特色示

范基地建设， 并涌现出近百处大大小小

的产业基地，形成“ 乡乡有产业、村村有

基地”“ 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现代农业

产业格局。 大力推进“ 横峰葛”区域品牌

建设，建立了葛文化馆、中国葛交易市场

网和葛产品电商集散中心， 葛根种植面

积达

2.5

万亩， 葛产品加工企业

32

家、

触电上网企业

20

余家， 年销售额突破

2000

万元。

做好“ 农业

+

”文章，将农业与秀美乡

村、精准扶贫、休闲旅游相结合，大力发展

生态休闲观光农业。 打造“ 农业

+

旅游”发

展模式，创建石桥秀美梯田、梧桐畈荷塘

月色等市级休闲农业示范点，先后举办新

篁割蜜节、红薯音乐节、甘蔗旅游节等活

动，实现以农促旅、以旅促农。 积极打造

“ 横峰采摘”区域品牌，科学合理布局采摘

基地。 按照“ 四季有花、四季有果、四季有

乐、四季有效益”总体要求，结合“ 秀美乡

村”建设点布局采摘基地，全县现有各类

采摘基地

121

个， 其中龙门钱家葡萄、姚

家泉湖塘白枇杷、港边富硒红薯等采摘基

地逐渐形成成熟的盈利模式。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创造美好人居

环境，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不仅是全县人

民共同的心声， 更是横峰历届县委县政

府的不变初心。横峰牢牢树立规划先行、

建管并重的理念，高标准、高起点规划，

城市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 城市主体框

架被不断拉大，

2005

年，城区面积

7.7

平

方千米，街道总长

13.89

千米；

2015

年城

区面积达到

11

平方千米，并将于十三五

期间增至

16

平方千米。不再仅有形状像

个“ 小”字的解放路、新建路、上窑口路，

还有人民大道、兴安大道、迎宾大道……

一条条道路纵横交错， 构成了城市的血

脉和骨架；场地宽阔的全民健身中心、兴

安公园、湿地公园等替代了“ 承包”全县

城区人民运动休闲活动的街心公园，成

为人们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各类住宅小

区、综合大楼相继拔地而起，电影院、超

市、饮食、服装等各类商店，在明亮灯光

的照射下显示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70

年峥嵘岁月，

70

年发展变迁，从

小到大、从大到美的背后，是横峰人踩着

一串串坚实的足迹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战

绩，更是展现出了横峰城市的新形象。正

在进行的棚改， 让横峰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发生蝶变，告别平房的低矮破旧，告别

道路的狭小拥挤；创卫，让农贸市场变得

干净了、老旧小区变新了、城市夜景变靓

了……横峰加速打造“ 小而精、小而美、

小而特、小而富、小而强”的精致小城，一

一补齐城市建设短板，全面提升城市“ 颜

值”，为市民带来长久福利。

一排排规划有序的房屋，一条条干

净整洁的道路……走进横峰县姚家乡

好客王家，呈现在人们眼中的是一幅幅

秀美乡村新画卷。 好客王家是横峰大力

推进“ 秀美乡村·幸福家园”建设的一个

生动缩影。 两年多来，该县精心打造了

“ 耕读传家苏家塘、 亭子上·慢时光、高

山梯田崇山头、 皇家后裔·重石李家”

等一批特色主题村，“ 秀美乡村、 幸福

家园”创建已然成为“ 江西样板”。

新中国成立的

70

年是横峰基础设

施大投入、大建设 、大发展 、大变化的

70

年。 近年来，横峰县树立先规划后建

设的工作理念，紧扣“ 脱贫攻坚 ”这一

核心，大力推进“ 秀美乡村、幸福家园”

创建，推动秀美乡村建设与精准脱贫、

全域旅游、产业发展、民生建设有机融

合，形成点上出彩、线上靓丽、面上整洁

有序的秀美乡村格局。 该县

63

个行政

村与

660

个村小组持续进行环境整治，

实现了

100%

自然村干道和入户道路硬

化、

100%

农户饮上了干净水、

100%

农户

住房安全和

100%

村庄通电通广播通网

络“ 四个

100%

”。村容村貌“ 亮”起来，农

民生活方式“ 绿 ”起来 ，农村生态环境

“ 美” 起来……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农村人居环境新格局渐次展开。今年

5

月横峰县获评全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成效明显激励县。依托良好的生态和

秀美的环境， 横峰大力发展“ 美丽经

济”，许多外出务工人员纷纷返乡，形成

了“ 户户创业、人人创收”的生动业态。

“ 有女莫嫁王家郎、上年吃了下年

粮”

,

这是早些年间在横峰农村传唱的

一句俗语。 自改革开放以来，横峰县完

善以“ 大稳定、小调整”的农村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到第十个五年计划全县实

施重点村整村推进扶贫开发， 到

2008

年开始新农村建设，再到近几年的脱贫

攻坚统领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才有了今

天的秀美乡村、幸福家园。

“ 真心实意抓扶贫， 不负群众信任

情”。近年来，横峰县委、县政府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脱贫攻坚重要思想， 带领

22

万干群接过“ 红色基因”的接力棒，立

下决胜之志，铆足冲天干劲，结合实际，

创新形成了个性化、差异化、动态化的系

列扶贫举措 ， 贫困人口由

2014

年的

6880

户

22760

人下降至

353

户

1045

人， 综合贫困发生率由

12.48%

下降至

0.57%

，全县

32

个“ 十三五”省级贫困村

全部退出，走出了决胜脱贫攻坚的“ 横峰

实践”。今年

5

月，横峰县委、县政府制订

并深入实施了“ 脱贫攻坚再出发、秀美乡

村再提升、乡村振兴谱新篇”的三年行动

方案，迈出了富民强县的铿锵步伐！

70

年砥砺前行， 也是党的建设不

断创新、不断加强的过程。

横峰县委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扎实

开展“ 政治建设年”各项活动，不断提升

党的建设质量。村级党支部成员结构日

益优化， 村委会班子成员平均年龄

43

岁，

70

后、

80

后占主流； 高中以上文化

程度的占

60.5%

。 开展了基层党建“ 十

佳”创建、“ 党建审计”活动，不断增强基

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为有效激发村级党组织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县财政拨付专项经费用于基层党

建工作，逐年增加对村级组织的转移支付

和村干部的报酬待遇，为现任村（ 社区）书

记、 主任办理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有

效激发了村级党组织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仅近五年， 就新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26

个，维修改造村级活动场所

30

个。

一个支部一个堡垒，一名党员一盏

灯。横峰县坚持党建引领，一直把“ 笑脸

最珍贵、人心最温暖、支持最重要”作为

检验群众工作的试金石，时刻把百姓冷

暖挂在心头，全力为百姓谋福祉。 积极

发挥党员在基层各项事业中的先锋模

范作用，根据党员的特长，结合精准扶

贫、秀美乡村建设、重点项目推进等当

前重点工作，亮身份、做表率。 开展“ 无

职党员设岗定责”活动，组建党员志愿

服务队，积极开展志愿服务、党员义工

活动，践行“ 为人民服务”宗旨，进一步

密切了党群关系。

（谢华忠 宋林峰 叶晓枫 刘向东

马倩玲 余琳 郑行祥 郑建敏）

“主攻工业”

决胜园区

“强势农业”

前景无限

“城区颜值”

提升蝶变

“秀美乡村”

幸福花开

“脱贫攻坚”

不忘初心

“党建引领”

助推发展

莲荷乡亭子上

“我家”电商土特产公司助农养蜂致富

葛源镇崇山头村

岑阳镇燕辰葡萄园葡萄丰收

葛源镇光伏发电助贫困户增收

横峰经开区工人正在生产

月光洲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