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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三个定位 实施四大战略 着力建设富裕活力文明美丽幸福洛南

汗水写征程，奋斗谱华章。
刚刚过去的五年，是洛南县发展史上极不平

凡的五年。五年来，洛南县面对决战脱贫攻坚、
共建全面小康的艰巨任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暴雨洪灾的巨大挑战，保持战略定力，站稳人民
立场，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干群
凝心聚力、顽强拼搏，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
重大成就，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城乡面貌日
新月异，经济指标节节攀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迈出了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坚实步伐。

坚持尽锐出战，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五年
来，洛南县始终坚持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最大
的政治责任，全县上下认真贯彻精准扶贫战略，
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和脱贫退出指标体系，推动
责任、政策、工作“三落实”，举全县之力向绝对贫
困发起总攻，投入资金 53.7 亿元，争取宁洛协作
资金 4.2 亿元，实施扶贫项目 5004 个，人均收入

稳步增长，脱贫产业蓬勃发展，群众住房安全舒
适，交通饮水设施便捷，“两不愁三保障”全面达
标。143 个贫困村 10.2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6
个集体、8 名个人荣获全国全省先进，洛南人民

“一个不少、一户不落”的迈入小康生活。
坚持追赶超越，综合实力稳步提升。洛南

县始终坚持新发展理念，主动调整产业结构，优
化存量、稳定增量、蓄积潜能，完成生产总值
660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692 亿元，财政总收入
24.2 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76.1 亿元，县
域经济实力稳步提高。实施重大项目 399 个，
完成投资 733.2 亿元。培育市级以上农业园区
17 个，10 类农产品入围国家名特优新农产品名
录，顺利通过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验收。新
增入园企业 41 家，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4
家。创建 4A 级景区 1 家、3A 级景区 5 家，新增
限上商贸企业 23 家。

坚持协调发展，城乡建设统筹推进。坚持项
目带动战略，牢固树立“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理

念，坚持谋准谋实、招大引强、精细保障，围绕国
家政策导向和资金投向，统筹推进城乡建设。先
后实施棚改项目 11 个，建成体育场、集中供热、
城西客运站、西门户森林公园等一批城市提升项
目，建设商住小区 81万平方米，县城建成区面积
从 15 平方公里扩大至 16.5 平方公里，五年里四
次获得全省县城建设先进县、全省县城建设示范
县称号。洛洪路等一批主干公路完成改造，梁塬
水厂提标扩容，气化洛南稳步推进，城镇化率从
44%提高到 49.8%。

坚持严守底线，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五年来，洛南县坚持绿色发
展，狠抓污染治理，推进生态修复，大力发展绿色
循环产业，严格落实《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条例》，坚决当好秦岭生态卫士。铁腕整治秦岭
违建，全面治理水土流失及矿山地质环境，面源
污染有效控制。实施燃煤锅炉拆除行动，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年均 325 天以上。完成县污水处理
厂改造，18 条重点河流均达到水功能区要求，全

县水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生
活，城区新能源公交车实现全覆盖，有序推进垃
圾分类。植树造林 30 万亩，森林覆盖率 69%以
上，获评省级森林城市。

坚持补短补缺，发展成果更加惠民。稳步实
施政府机构、“放管服”等重点改革，“一枚印章管
审批”跑出了政务服务加速度，减税降费 5.22 亿
元，新增市场主体 7958 户。社会救助体系不断
完善，新增城镇就业 1.5 万多人。新建、改建幼
儿园及中小学 23 所，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提升。
众志成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疗卫生事业全面
进步。成功举办秦岭生态文化旅游节等节会赛
事。金融、安全生产等领域风险有效化解，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战果丰硕，刑事案件主办侦查员制
度在全省推广。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站在新的起点，洛南
人民将以更加坚定的自信、更加饱满的热情、更
加昂扬的斗志，心无旁骛谋发展，凝心聚力抓落
实，奋力谱写洛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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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来路初心显，展望未来意更坚。今后五年是
洛南县乘势而上奋斗“十四五”、扬帆启航再续新篇章
的关键五年。

今后五年，洛南县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落实“五项要求”和“五个
扎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围绕绿色循环发展总
体定位和“一都四区”发展目标，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
立足陕南优质农产品基地、陕西循环产业示范县、中国
秦岭生态健康城三个定位，实施生态立县、产业强县、文
旅活县、城镇兴县“四大战略”，着力建设富裕洛南、活力
洛南、文明洛南、美丽洛南、幸福洛南，奋力谱写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

今后五年，洛南将分步实施“567”项目，推动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五大重点产业项目”，计划投资
373 亿元加快康养、特色农业、新材料、新能源、有色金
属 5 类产业项目建设，打造产业集群。实施“六大重点
城镇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项目”，计划投资 40 亿元实施
城镇提升改造、市政设施、城区公共服务、教育、文化、医
疗六大重点项目，全面提升城镇公共服务水平。实施

“七大重点交通项目”，建成洛卢高速、洛灞路县城至保
安段、344 国道县城至古城段公路改建项目，推进澄商
高速、支线机场、货运铁路、洛丹高速前期工作，加快构
建“内畅外联”的交通网络格局。

坚定不移实施乡村振兴，奋力实现农业农村大发
展。持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坚持“做优基地、做大龙
头、做精品牌”，抓好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粮食总产
量保持在 12 万吨以上。巩固发展烤烟、核桃、豆腐、生
猪、黄牛等传统产业，发展壮大食用菌、中药材、高山蔬
菜等特色产业，支持发展“产加销”一体化全产业链的现
代农业。在景村、古城、三要、高耀、柏峪寺、灵口连片打
造东部现代农业产业园，加快陕南优质农产品基地建
设。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推进农产品多元化开发、多层次利用、多
环节增值，加强乡村治理，推进乡村振兴。

坚定不移发展园区经济，奋力实现工业经济大转
型。实施工业振兴战略，加快现代工业转型发展，坚
持“园区承载、特色培育、集群发展”思路，打造工业产
业集群，按照“一区三园、六大板块”工业发展格局，加
快工业园区建设。坚持“抓大、壮小、扶微”，梯次培育
市场主体，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推动中小企业

“小升规”，实现全县规上工业总产值稳步增长。培育
一批“链主”企业，创建陕西循环产业示范县。加快发展园区经济，壮
大卫东有色金属循环利用产业园、陶岭新材料产业园、宁洛产业园，
创建省级经开区。打造以环亚源为“链主”的千亿级产业集群，以硅、
钼、钾长石为重点矿种的 3 个百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以绿色食品、健
康医药、新型建材、尾矿利用为优势的 4 个十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
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工业体系，在石门、麻坪、石坡、巡检、寺耳一线打
造北部新材料产业园，新增规上工业企业 25 家，实现工业产值 447 亿
元，税收 5 亿元。

坚定不移提升城镇品质，奋力实现城市经济大跃升。完善城区

功能布局和建设规划，按照改造老城区、发展西城区、
提升东城区的思路，有序推进城市建设“312”工程，合
理布局商业住宅、教育医疗、交通出行、运动休闲等配
套设施，不断完善城市功能。下茬管好城市，提高精
细化管理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以县城为中
心，在四皓、城关打造全域旅游会客厅，唱响全域旅游

“四季歌”。规划建设购物步行街、品牌服饰街、特色
小吃街、建材市场、农产品市场等商业街区，到 2026
年年底，县城建成区达到 18.5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达
到 16.5 万人以上。

坚定不移扩大特色优势，奋力实现康养产业大繁
荣。利用得天独厚的生态、人文、物产资源，构建多层
次、全方位康养产业体系，在洛源、保安、永丰一线打造
西部康养产业园，把洛南建成中国康养之都商洛首选
地、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县。整合 7 个 A 级景区资源，组
建秦岭洛南文旅集团，由单一景区向综合性文旅康养
聚集区发展。建成县游客服务中心和洛南盆地旧石器
博物馆。实施要素提升工程，打造 16 种地方菜品、5 家
精品民宿、2种地域特色文创商品。

坚定不移践行“两山”理论，奋力实现生态质量大提
升。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坚决当好秦岭生态卫士。坚
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保持单位 GDP 能耗和主
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常态化整治秦岭“五乱”问
题，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主要流域水质稳定达
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稳定在 335天以上，着力构建“一
廊两带四区”生态保护格局，创建省级生态文明示范县。
以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为目标，强化生态环境治理，
推动绿色转型发展，守住生态安全底线。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创新，奋力实现发展环境大改
观。加快洛卢高速建设，启动澄商高速建设，铺设对外交
流快车道。有序推进国资国企、农业农村、财税金融等经
济领域改革，加快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领域改革，深化
人事制度改革，加大人才招引力度，做好社会救助保障等
民生领域改革。打造无差别服务的营商环境最优区。深
化宁洛协作，大力选商招商，库存项目不少于 300个，实
施省市重点项目 150个以上，落地亿元以上项目不少于
30个，实际利用外资4000万美元以上。

坚定不移改善民生福祉，奋力实现社会事业大进
步。打好劳务输出和回乡就业创业“组合拳”，促进各类
群体充分就业。实施县体育运动中心、职中提升等体育
教育项目，全面落实“双减”政策，优化校点布局，推进义
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及能力提升，全面提高教育教学水
平。加快县医院、中医医院、妇保院迁建改建，加强镇卫

生院、村卫生室规范化建设，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推动社保、医保、低保
提标扩面，关心关爱特殊人群，推进殡葬改革，织牢多层次、全覆盖的社
会保障网。常态化抓好疫情防控，持续提升社会治理、风险防范、应急
处置能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洛南”。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展望未来，洛南县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凝心聚力、团结协作，低调务实不张扬，埋头苦
干，为奋力谱写洛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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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稳步提升农业产业稳步提升（（图为烤烟产业基地图为烤烟产业基地））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图为洛南县音乐小镇图为洛南县音乐小镇））

城乡道路四通八达城乡道路四通八达（（图为榆商高速洛南段图为榆商高速洛南段））

民生事业蓬勃发展民生事业蓬勃发展（（图为搬迁群众喜领图为搬迁群众喜领““新钥匙新钥匙””））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图为蟒岭绿道洛南段图为蟒岭绿道洛南段））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图为党史宣讲到村头图为党史宣讲到村头））教育事业蒸蒸日上教育事业蒸蒸日上（（图为扩建一新的灵口小学图为扩建一新的灵口小学））

乡村美景入画乡村美景入画（（图为永丰镇刘村田园风光图为永丰镇刘村田园风光））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图为环亚源生态岛产业园图为环亚源生态岛产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