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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帆竞发热潮涌千帆竞发热潮涌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李洪丽 文 鹤壁宝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供图

9月28日，细
雨蒙蒙。记者走进
宝山经济技术开发
区，感受该区“千帆
竞发、百舸争流”的
奋进态势。

四通八达的交
通道路、川流不息
的运输车辆、鳞次
栉比的现代化工厂
房……昔日荒山土
坡变成了金山银
山，一座现代化的
化工园区正迅速崛
起。

预计年底该区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达到55家，主营业
务收入320亿元，
规模以上企业工业
增加值80亿元，经
济高质量发展昂然
起势，生机勃发。
宝山经开区正在朝
着打造中国高端化
工材料新城，建设
产业高地、财源重
地和绿色宝地，形
成两个千亿级产业
集群，创建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目标大步迈进。

高质量发展的如椽巨笔，
需要魂脉牵引；昂然前行的伟
大征程，离不开灯塔光辉。

岁月流转，使命未变。以高
质量党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是宝山经开区一贯坚持的做法。

今年以来，宝山经开区以
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全面加
强党的建设。严格落实工委会
议“第一议题”和工委理论中心
组集体学习制度，持续开展

“521宝山大讲堂”，广大党员干
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在阵地建设方面，宝山经
开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园区道
路意识形态宣传实现100%全
覆盖，新建文化游园5个、企业
文化广场3个；利用“学习强国”
平台、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及

鹤壁日报等媒体阵地的传播影
响力，营造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氛围。

组织开展了“缅怀先烈，铭
记历史”公祭烈士、“我们不会忘
记”革命圣地革命传统教育等主
题活动，并实施了“我为群众办
实事·心系企业”实践活动，切实
帮助企业解决烦心事、揪心事，
大大激发了党员干部职工不忘
初心、艰苦创业的激情。

为进一步提升辖区群众的
幸福感、获得感，宝山经开区还
大力实施“城市创建提速年”攻
坚行动，以严抓环保管控、织密
安全生产防线、大力开展植树
造林工作为抓手，进一步统筹
提升基础保障、功能配套、文体
承载等能力，筑牢生态文明之
基，走好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咬定发展不放松，启动项目“快速
键”。

2020年6月，总投资35亿元的河
南赞宇科技中原日化生态产业园项目
开工，30万吨表面活性剂项目、21个
单体同时施工；8个月后，21个单体全
部竣工、30万吨表面活性剂项目投
产。2020年年底，河南星宇化工有限
公司年产1500吨荧光增白剂OB-1
以及1000吨荧光增白剂CBS-351项
目竣工投产。

今年4月26日，鹤壁市与河南能
源化工集团签署全面深化合作协议，
在宝山经开区建设全省最大的功能性
新材料生产基地。

当月，总投资60亿元的鹤壁龙宇
新材料公司30万吨聚甲醛项目开工。

6月28日，由河南能源化工集团
与美瑞新材料公司合资建设的鹤壁宝
山聚氨酯产业园项目签约，总投资
150亿元。

同时，宝山经开区与广东一家龙
头企业合作的60万吨可降解塑料项
目达成投资意向。

至此，宝山经开区功能性新材料
产业链骨架“3+2”模式基本形成。

功能性新材料是该区确定的两大
主导产业之一，产业主要构建“3+2”

模式，项目以聚甲醛及其改性、聚氨
酯、可降解材料三个系列产品为主导，
以光气化、气化岛装置为配套支撑，按
照“突出主导产业、培育龙头企业、强
链形成集群”的思路，谋划含“金”量、
含“新”量、含“绿”量很足的重点项目。

据统计，宝山经开区在这一产业
投产和在建的重点项目11个，总投资
129亿元，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180亿元、税收14亿元以上；近期主
要推进和实施年产50万吨1，4-丁二
醇项目、年产60万吨热塑性生物降解
塑料PBAT项目、年产20万吨生物降
解塑料PBS项目、聚氨酯产业园项目
等6个项目，总投资353亿元，规划用
地3100亩，全部建成投产后年可实现
新增销售收入近740亿元、税收53亿
元以上，将打造一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该区另一主导产业是日用化工产
业，主要以河南赞宇科技中原日化生
态产业园为龙头，招引优质项目，完善
产业链条。目前，该产业投产和在建
重点项目5个，总投资55亿元，全部
达产后年可实现产值135亿元、税收
12亿元。重点引进宝洁、联合利华、
纳爱斯、欧莱雅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打
造全国重要的日化产业基地。

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源头活
水”,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自
2019年起，宝山经开区集全区之智、
倾全区之力，久久为功，依照确立的产
业项目图谱，开展形式多样的招商工
作。

做强一个企业,带动一个产业。
对于一个产业来说，龙头企业具有良
好的示范效应和带头作用。赞宇科技
集团就是该区引进的龙头企业。

作为目前国内表面活性剂及油脂
化工生产规模最大的上市企业，赞宇
科技产业园项目落地宝山经开区后，
江苏合顺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产品包装
项目、连云港金伦电子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特种表面活性剂等上下游产业项
目纷纷落地，初步实现了落地一家企
业，带来一个产业的良好效果。

如果说赞宇科技产业园是该区引
一个带一片的经典案例，那么刚刚签约
的聚氨酯新材料产业园则是该区瞄准
短板围绕产业延链补链结出的硕果，该
项目围绕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向上下
游发展，最终形成一条以基础煤化工、
中游新材料、下游制品业为一体的全产
业链聚氨酯新材料生产基地。

为促进重点项目建设取得更大成
效，宝山经开区突出抓好中原日化生
态产业园、特种尼龙等6个拟列入“双
20”项目，确保今年年底前陆续投产见
效，实现财税增收；积极推进脂肪醇、
甲缩醛等10个拟列入省市重点项目，
确保今年年底前投产一批、厂房主体
完工一批；围绕项目建设和“四比四
看”，实施项目建设月调度，强化联审
联批，着力提高项目开工率和竣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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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红色旗帜“树高度”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C 聚焦发展“整深度”做强做优产业集群

D 招商引资“全维度”增强项目发展后劲

——鹤壁宝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从蓝图规划到现实画卷的生动实践

5月 20日，鹤壁市委书记
马富国到鹤壁宝山经济技术开
发区（以下简称“宝山经开区”）
调研时提出，鹤壁的高质量发
展离不开“三山”统筹，服务“三
山”、支持“三山”，就是支持鹤
壁高质量发展，要把“三山”统
筹提升到全市一号工程。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
成立于2009年的宝山经

开区位于鹤壁市西北部浅山丘
陵地带，总规划面积30.56平方
公里，是河南省新型工业化产
业示范基地、河南省现代煤化
工基地、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近年来，按照鹤壁市“三
山”统筹高质量发展要求，宝山
经开区主动与山城区、鹤山区
结合，统筹“三山”规划、统筹区
域评估、统筹产业布局、统筹基
础设施——

在区域规划上，布局了南、
中、北三个组团，南部组团为建
成区，中部组团为目前重点发

展核心区，北部组团是未来三
年重点发展区。

在产业规划上，坚持顶层
设计，先后邀请中国化工顶级
科研院所、专家顾问实地调研、
实地研讨、实地论证，牵头编制
《宝山经开区总体发展规划》
《宝山经开区产业发展规划》
《宝山经开区功能性新材料和
日用化工产业发展规划》等多
项规划，绘制功能性新材料产
业和日化产业招商图谱，谋篇
布局投资总额850亿元的招商
项目120个。

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已形
成“三纵四横”交通网络，配有
工业供水、生活供水、中水、污
水、雨水等5趟管网；220千伏
变电站2座、110千伏变电站4
座；危废建有年处理12万吨规
模化工残废液、危固废处理中
心；建有特勤消防站一座，正在
建设公铁联用化工物流港。

B 顶层设计“抓角度”明确产业发展重点

千方百计铸就经济发展
硬实力。

为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和
重点企业发展，宝山经开区树
立“项目为王、企业至上”意识，
秉承持家理念，创新打造“一
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
一抓到底”的工作机制推进项
目建设，创新“一企一警一管
家”服务机制和“两个零接触”
工作机制，营商环境连年受到
鹤壁市委市政府表彰，成为园
区招商引资“金字招牌”。

通过突出督查、体制机
制、要素三项保障，让辖区企
业发展有更稳定的预期——

成立重点项目督查组，一
日一督导、一日一提醒、两日
一通报、一周一调度，对辖区
重点项目实施督查。

成立区政务服务和优化
营商环境局，牵头负责优化营
商环境具体工作，全方位服务
企业建设运营。

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建成
“三纵四横”路网，及时落实场
地平整等优惠政策，降低企业
用热、用电、用地、物流、污水
处理成本，并加速推进集中供
热支线管网、增量配电网、化
工物流园、污水加压泵站等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

聚焦项目选址、场地平
整、企业融资三大难题，积极

主动成立工作推进组，分析研
判制约因素和关键环节，靶向
发力、主动出击，彻底解决项
目开工前“最后一公里”问题。
让企业卸下包袱轻装前行。

创新“打包审批统一区域
评估、建立联动会商机制、推
行服务管家全程代办”三个方
法，解决投资项目审批环节
多、耗时长、互为前置等问题，
缩短企业新上项目前期准备
时间。

一个好项目就是一个新
的经济增长点，一批好项目就
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该区
管委会副主任胡艳兵说，在功
能性新材料方面，宝山经开区
投产和在建的重点项目 11
个，总投资129亿元，全部达
产后每年可实现产值180亿
元、税收14亿元以上；近期主
要推进和实施年产50万吨1，
4-丁二醇项目、年产60万吨
热塑性生物降解塑料PBAT
项目、年产20万吨生物降解
塑料PBS项目、聚氨酯产业园
项目等6个项目，总投资353
亿元，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每
年可新增销售收入近740亿
元，实现税收53亿元以上。日
用化工产业投产和在建的重
点项目5个，总投资55亿元，
全部达产后预计每年可实现
产值135亿元、税收12亿元。

E 全程融入“增温度”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宝山经开区将2021年作为城市
创建提速年，聘请专业团队编制了绿
化提升指导方案，根据各企业的地
形、地貌、地质条件等，提出了合理的
绿地分布、绿植种类配比等建议，同
时还统筹兼顾园区整体绿化建设，打
造“一企一景、一企一亮点”的花园式
工厂。

在园区的发展规划中，宝山经开
区始终把绿色发展作为园区的核心
价值观，把环境、资源约束因素和承
载力，作为制定园区发展战略规划的
核心要素，明确以“技术创新、风险管
控、节能低碳、持续发展”为绿色工厂
建设的指导方向，通过打造绿色工
厂，进而构建安全高效、环保清洁、节
能低碳的绿色体系。同时按照统一
规划、合理布局、严格准入的原则，规
划园区企业布局，严把园区企业安全
准入关，加强安全监管，推动园区与
社会协调发展。

依托智慧宝山管控平台，建立安
全生产监测管控体系，对全区企业生
产状况进行实时掌握。今年年初以
来，宝山经开区共开展安全生产大检
查及督查25次，发现隐患236条，目
前已整改185条。

用实际行动践行“两山论”的宝
山经开区，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的春
天：截至目前，已入驻企业135家，预
计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可达 55
家。今年年初以来，该区新签约主导
项目10个，总投资219.5亿元；已开
工项目14个，总投资152.3亿元；目
前在谈重点项目12个，总投资139
亿元，形成了在谈一批、签约一批、开
工一批、投产一批，压茬推进的良好
局面。

迎风破浪，踏歌逐梦；创造新纪
录，续写新征程。

“进入新时代，宝山经开区要把
党的建设作为第一责任，把深化改革
作为第一动力，把‘绿色宝山’作为第
一战略，把项目建设作为第一抓手，
紧紧围绕功能性新材料、日用化工两
大主导产业延链补链强链，打造全市
产业高地、财源重地、绿色宝地，创建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鹤壁市宝
山经开区工委书记徐习海表示。

F 绿色发展“有力度”
建设国家绿色低碳示范园区

河南大树实业有限公司丁腈树脂新材料产业园管廊加快施
工建设 叶治强 摄

快速发展中的鹤壁宝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宝山大道两侧厂房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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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照下赞宇科技内部厂房建设
一角

发展中的中部组团精细化工产业园

河南赞宇科技中原日化生态产业园一角

鹤壁煤化工煤炭精深加工产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