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豫东历史文化名县宁陵，乘着
我省集聚区建设的东风，本着打造

“中国肥都”的目标砥砺前行，在集
聚区建设 5年之际，记者再次来到宁
陵县，感受集聚区建设给宁陵带来
的巨变。

7月 9日，记者一下高速，迎面而
来的就是宁陵县产业集聚区，只见
宽阔整洁的道路旁巍然耸立着多座
百米高塔，分属史丹利、嘉施利和福
万家等复合肥企业，记者去年来采
访的时候，嘉施利复合肥厂区还在
平地，现在已经满负荷生产。

宁陵县委书记、县长李振兴说：
“复合肥制造为集聚区主导产业，不
断壮大复合肥产业集群，增强辐射
带动能力，随着入园企业不断达到
设计产能，复合肥年生产能力将从
650万吨升至 1000万吨以上，成为中
部地区产能最大、配套最完善的优
质复合肥生产基地。”

产销两旺令人振奋

7月 10日，在宁陵产业集聚区宽
阔平坦的黄河路两侧，排起了长长
的“车龙”，进出于嘉施利（宁陵）化
肥有限公司，运送生产原料和复合
肥料，一派繁忙。

正在排队送货的阮师傅高兴地
说：“这批生产原材料都是从开封某
化工企业运送过来的，一趟能挣个
2300 多元。现在农播季节已过，运
送货物相对减少，但还是要排很长
的队，早在 4、5月份的时候这里的场
景更为壮观，运送货物的车辆都能
排到近五公里远的地方。”

嘉施利（宁陵）化肥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吴波说：“宁陵公司是我们成
都新都化工集团在长江以北第一个

生产基地，公司自去年投产以来，河
南市场占有率快速提升，产品销量
较去年统计增长 80%以上。”

离嘉施利（宁陵）公司不远，中
国复合肥生产企业领头雁史丹利化
肥宁陵公司的 4条年产 15万吨蒸汽
转鼓造粒新型复合肥生产线、1条年
产 20万吨高塔熔体造粒新型复合肥
生产线、1 条年产 20 万吨 BB 肥生产
线都已经开足马力，马不停蹄地生
产，穿灰黄两色制服的工作人员正
在紧张而有序地忙碌。文质彬彬的
公司总经理信书宝来自山东，“我们
团队来宁陵已经两年多了，在宁陵
县这样优越的发展服务环境下，现
在史丹利化肥宁陵有限公司已经全
面投产运营，为宁陵县打造中原最
大的农资化工生产基地注入了新的
活力和动力。”他乐呵呵地说。

据宁陵县产业集聚区负责人介
绍，“随着拉多美等大型复合肥项目
的落地，未来将有更多的高塔拔地
而起。史丹利、嘉施利、君信、拉多
美等投资 10 亿元以上的复合肥企
业，福万家、丰四方、金耐克、中辉、
拓立、中翔、神舟等投资 3 亿元以上
的复合肥及链条企业，共同舞起宁
陵县农资化工产业集群的龙头。”

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规划的推
进和对环境保护的重视，高效农业
和绿色无公害农业对于复合肥的需
求持续增加，复合肥行业发展的前
景利好。我省粮食核心区建设已经
列入国家战略，包括宁陵在内的商
丘是粮食核心区中的核心区，又处
在四省交界，立体交通四通八达，区
位优势得天独厚。“企业集中布局、
产业集群发展、资源集约利用、功能
集合构建、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
移”，宁陵以生动的实践诠释着产业

集聚区“四集一转”的内涵，引来五
湖四海的复合肥企业扎堆集聚，并
在产业集聚中促进企业的技术升
级、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从而增强
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宁陵产业集聚区内，一座座现
代化复合肥生产厂房拔地而起，主
导产业集群产值突破百亿元，已成
为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优质复合
肥特色产业基地。

基础设施更加完善

开车行驶在集聚区，看不出哪
里是城区，哪里是集聚区，这座新
兴、现代的工业新城，已经和宁陵老
城区合为一体，水乳交融。

短短几年时间，集聚区累计投资
14.2亿元，道路已建成 56公里，形成

“十横九纵”主干道路网状格局；建成
110千伏变电站2座、水厂2座、污水处
理厂 2座、通信基站 8座，架设弱电线
路 210千米，入驻企业实现了“六通一
平”。投资 12亿元实施的人民医院、
葛天大剧院、体育场馆、集聚区学校、
集聚区变电站、四季美景公共租赁房
小区、锦绣花园社区、集聚区服务中心
等 25个城市功能性基础设施项目已
经全部投入使用。“产业集中布局，功
能集合构建，产城一体发展”，在宁陵，
这三者体现得那么和谐。

为进一步完善提升集聚区基础
配套功能和综合承载力，今年上半
年，该县在道路建设工程方面投资
1.5亿元，重点实施泰山路西延、建设
路西延、万寿路西延等道路工程，葛
天大道和长江路完善工程。并同步
实施供排水、强弱电、绿化、亮化等
配套设施建设。目前，泰山路西延，
万寿路西延等工程正在铺油，葛天
大道和长江路完善工程基本结束。
在配套服务工程方面投资 8000 万
元，开工建设新区中学、铺设产业集
聚区天然气管网、在产业集聚区内
规划建设公交车线路和停车点，实
现城区和产业集聚区公交线路的无
缝对接。在环保设施建设方面投资
9000万元，建设了日处理废水 2万吨
的第二污水处理厂项目，目前，已经
完成设备安装并成功运行。高标准
建设产业集聚区污水管网铺设工
程，实现与城区管网的互联互通。

投资服务细致入微

记者在嘉施利（宁陵）化肥有限

公司采访现场见到了宁陵县总工会
的慰问小组，他们为一线职工带来
了矿泉水、白糖、茶叶等消暑产品。

工会慰问活动只是宁陵集聚区
服务入驻企业的一个缩影。宁陵县
对企业的服务无微不至，从招商引
资到项目落地再到安全生产又到企
业员工生活都做出了真心服务，并
为企业思之所思、想之所想。

据宁陵县产业集聚区负责人介
绍，集聚区每年按季节举行“春送岗
位”、“夏送清凉”、“金秋助学”、“冬
送温暖”四大服务活动，这样的活动
已经坚持四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嘉施利（宁陵）项目从签约到
试生产，只用了 7 个月，比预期节省
了一半时间，该项目总投资 10亿元，
可以说，就是这一个项目，扭转了我
们对河南投资服务环境的印象。在
项目建设初期，时间紧、任务重，不
夸张地说，集聚区管委会每天有 10
个人和我们一样，常驻项目工地。
才保证了项目的快速完工。截至目
前看，我们投资宁陵，绝对是一笔精
彩的投资。”嘉施利（宁陵）化肥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吴波说。

从去年就开始，宁陵县委、县政
府主要领导和各职能部门实行现场
办公机制，通过现场办公会、专题协
调会、座谈会和督办等形式，为招商
项目办理规划、环评施工、土地等手
续，解决供水、供电等企业问题；同
时，通过搭建用工平台、开展技能培
训等形式，帮助企业缓解用工难题，
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的需求。宁陵
县还对每个招商项目实行服务专员
制度，由招商单位选派一名优秀干
部与企业法人同吃同住同工作，零
距离服务企业，帮助企业解决建设
及生产中的各种问题。

宋 栋 梁 在 宁 陵 开 了 一 家 家 美
特家俱有限公司，今年年初，他来
到宁陵县行政服务中心办理企业
登记手续。当天，宋栋梁就办结了
业 务 。“ 真 没 想 到 ，这 么 快 就 办 好
了。”宋栋梁喜出望外地说，“以前
就算材料都齐全了，也要 5 个工作
日才能办结。”在简政放权的同时，
宁陵县把 28 个职能部门的“窗口”
集中到宁陵县行政服务中心，通过

“一站式”服务、限时办结，减少了
老百姓为了办一个证、盖一个章来
回跑多个部门的情况，实实在在地
节约了老百姓的办事时间。今年，
该县还将组织开展电视问政活动
和 行 风 政 风 评 议 活 动 ，让 群 众 代

表、企业主、被服务对象和职能部
门面对面交流，给机关单位的履职
情况挑刺打分，并彻底清理部门应
放而未放的审批权限。

在项目建设中还开展“百日竞
赛建项目”活动，对在建项目设定时
间节点，张榜公布建设工期，接受监
督，对项目建设速度快、建设标准规
范的企业给予奖励。对新落地项目
实行“零距离、保姆式”服务，所有手
续由项目领导组和职能部门按“四
个一”机制，强化责任，早办、快办；
县主要领导每周两次雷打不动到重
点项目工地现场办公，第一时间解
决影响建设发展的实际困难和问
题，强力推进了项目建设进度；加强
机构内部配合联动，确保落地企业
与群众、与职能部门的“零接触”，有
效地促进了服务质量，优化了发展
环境。

发展目标更加清晰

复 合 肥 产 业 是 大 进 大 出 的 产
业，650 万吨的产能，辗转就是 1300
万吨的运输量，每车按照 40 吨的运
量，每年需要 325000台车次运输。

所以，宁陵县提前布局，在培育
主导产业、强抓基础设施后，进一步
完善物流通道。一是规划建设化肥
铁路物流园区。目前，宁陵县已经
与郑州铁路物流集团合作，筹建宁
陵铁路化肥物流园区，着力解决农
资化工产业的原料和产品大进大出
的问题，二是规划建设一个全国性
的化肥专业大市场。利用宁陵县的
交通区位和物流便利的优势，吸引
全国各地化肥及相关配套企业的产
品汇聚宁陵，着力打造具有一定影
响力的区域性原料和产品集散地。
三是规划建设复合肥研发中心。采
取“政府引导、企业参与、上级支持”
的运作方式，建设国家级的“复合肥
研发中心”和“复合肥检测中心”，进
一步提升企业产品的创新能力和竞
争力。

今 后 宁 陵 县 将 进 一 步 强 化 管
理、狠抓服务，为企业生产发展提
供优良环境，提高产品附加值，努
力提升农资化工主导产业竞争力，
全力打造中国高端复合肥生产基
地，真正把产业集聚区打造成为县
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招商引资的
主平台、改革创新的示范区，把宁
陵县打造成为开放、富裕、生态、魅
力、和谐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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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委书记陶明伦(右前二)调研宁陵产业集聚区 商丘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李公乐（中）到宁陵产业集聚区调研

中翔塑料制品生产车间

嘉施利（宁陵）化肥有限公司的员工在装运复合肥

宁陵县第三届运动会在集聚区体育场开幕

新落成的丰四方复合肥生产线

宁陵县委书记、县长李振兴(右前二)带领职能部门到项目建设工地现场办公

史丹利化肥宁陵有限公司厂区

宁陵县家居制造产业白蜡杆工艺制品宁陵县家居制造产业白蜡杆工艺制品

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掀起产业集聚区转型升级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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