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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 得 金 巢 凤 竞 翔
——洛阳市孟津县华阳产业集聚区发展工作纪实

□杨玉璞 黄红立 王春雷

洛阳市孟津是具有4000多年文明史的历史文化名县，是龙马负图之处、伏羲画卦之所。八百诸侯会盟、

楚霸王绝河亡秦、伯夷叔齐扣马谏等历史上许多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里。如今，在新型工业

化的时代大潮中，伴随着华阳产业集聚区的崛起，让这里又成为宏图大展、投资兴业的一方热土。

●● ●● ●●

在举世瞩目的黄河小浪底大坝
下游，滔滔母亲河黄河畔，巍巍邙山
脚下，一个产业发展明晰、集群建设
有力、服务功能设施配套、经济社会
效益明显、产城融合、环境优美的新
城——洛阳市孟津县华阳产业集聚
区，正在快速崛起，宛如一颗耀眼的
明珠镶嵌在黄河之滨。

孟津县华阳产业集聚区位于
洛阳市区、国家高新科技园区——
吉利区和小浪底风景区的“金三
角”腹地，主导产业为装备制造和
化工材料，是洛阳的“城中之区”，
且在洛阳规划的沿黄河发展带上，
同时又是中原石化基地——吉利
科技园的承接地。是河南省首批
规划的 180 家省级产业集聚区之
一，规划面积 13.67 平方公里，分
东、西两区，东区规划面积 10.89 平
方公里，规划建设公共服务中心和
装备制造、化工材料产业园；西区
规划面积 2.78 平方公里，规划建设
新材料产业园，使园区形成“两区、
一心、三园”的空间结构。

短短五年，华阳产业集聚区从
无到有、从差到好、从弱到强，先后
荣获“河南省最具投资潜力产业集
聚区”、“河南省最具投资吸引力产
业 集 聚 区 ”、“ 中 原 经 济 区 100 名
片”、“中国光电产业最具投资潜力
园区”、“河南省产城一体化发展示
范集聚区”、“河南省最具投资法治
环境产业集聚区”等多项荣誉，已
成为我省产业集聚区发展的一个
缩影。

重点招商
壮大主导产业

“目前，华阳产业集聚区内共
入驻企业 92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45 家。”华阳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
任牛中原自豪地说。

华阳产业集聚区为何能在 5 年
之内迅速崛起？在极具竞争力的
招商环境下，是如何招商引资的？

招商引资则是集聚区发展源
源不断的动力。华阳产业集聚区
把“大招商、招大商、招好商、真招
商”的理念贯穿经济发展的始终。
一是全民动员抓招商。进一步建
立健全了开放招商目标责任考评
办法，在全区形成全民动员抓招商
的浓厚氛围。二是突出重点抓招
商。重点围绕精细化工、精密齿
轮、电动汽车、石化后加工“四大集
群园区”，按照产业图谱，积极开展
产业链招商。三是全面出击招好
商。在重点做好三大员招商的基
础上，坚持以商招商、中介招商、驻
地招商，广泛搜集招商信息，有针
对性地制定招商计划。同时注重
招商实效，确保引进的项目既符合
园区的主导产业，又具有一定的投
资规模和投资强度。

在孟津县华阳产业集聚区的
决策者们看来，以拼资源、拼政策
换来的一时发展，无疑是“剜肉补
疮”。该集聚区坚决摈弃“挖到篮
里就是菜”的做法，在项目选择上

更加关注对资源的节约利用、对环
境的影响和对本地经济的拉动，不
断提高招商门槛，对新上项目加上
环保“金箍”，环保评审不过关的项
目，不管投资有多大，坚决说“不”。

在引进大项目上，孟津县华阳
产业集聚区严格执行项目评审会制
度，由单一“引资”改为科学“选资”，
由单个项目引进变为链式项目招
商，重点引进具有自主创新、绿色环
保和节能减排性质的好项目，坚决
对高耗能、高污染、低技术、低附加
值的项目“亮红灯”。近年来，华阳
产业集聚区拒绝虽符合产业定位但
污染较大的项目近 20 个，涉及资金
达 30多亿元。该集聚区舍弃的是高
耗能、高污染的隐患，得到的是“生
态华阳”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绿色产
业集聚区的加速壮大。

高标准的择优选商，让孟津县
华 阳 产 业 集 聚 区 释 放 出 巨 大 能
量。一批批客商纷至沓来，一个个
项目落地生根。

今年以来，该区把开放招商作
为引领全区各项工作的头等大事
来抓，精心编制了电动车产业园、
精密齿轮产业园招商图谱和产业
链谱，进一步创新招商方式，强化
推进机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共
签约项目 11 个，概算投资 20.52 亿
元；谋划项目 20 个，概算投资 372
亿元，主要是高端装备制造和电动
车项目。

“下一步的招商过程中，我们
会坚决摒弃‘捡到篮里都是菜’的
错误认识，认真算好招商引资成本
账，努力引进产业链条长、科技含
量高、市场竞争力强、实力雄厚的
主导产业项目。”华阳产业集聚区
管委会主任牛中原说。

服务为本
优化发展环境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孟
津县华阳产业集聚区各项主要经
济指标实现全面快速增长，完成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 130 亿元，
同比增长 25%；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12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 ，占 目 标
168 亿元的 76.78%；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 80.86 亿元，同比增长 26.3%，
占目标 92 亿元的 87.89%，其中基础
设施投资完成 22.9 亿元，同比增长
135%，占目标 14亿元的 163%。

综合这些成绩，华阳产业集聚
区为何能在几年内迅速崛起？记者
走访一遍园区，得到的答案最终回归
到“服务为本”四个字上。

“服务为本”的具体原则是坚持
“服务超前、责任到位、打击有力”。
华阳产业集聚区管委会负责人对记
者说，孟津县专门为产业集聚区项
目建设成立了联席会议制度，由县
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带领副书记、主
管副县长及发改、财政、国土、环保、
工商等部门领导集体到集聚区现场
办公，有问题现场解决。从项目洽
谈、签约、建设到生产，对企业提出
的诉求都会想办法满足，全程提供

一条龙服务，体现服务“至高无上”，
在解决企业诉求上绝对做到了不遗
余力。同时，积极开展企业周边环
境专项治理活动，综合利用领导分
包、首席服务、领办代办、现场办公、
联审联批、督导观摩等制度，加快项
目推进建设。

项目建设专员是孟津县专为
华阳产业集聚区设立的职位，享受
科级待遇，由孟津县委通过统一招
考、面试的各类人才。项目建设专
员的职责是全程进驻企业，全程服
务企业的项目审核、手续办理、开
工建设等。

张乐军是 2013 年 10 月被孟津
县委派驻过来的项目建设专员，分
包金彭车业、武汉重冶和盛豫重工
三个重点项目。这三个项目，其中
有两个是省市重点项目，投资额度
大、社会关注度高、协调难度大。

江苏金彭车业有限公司是全国
电动摩托车行业的领军企业和理事
长单位，年产电动车 120 万辆以上，
占全国同类行业市场份额的 8%以
上。2013 年初，金彭车业决定扩大
生产规模，把战略重点放在了河南
省，并初步选定了几个重点区域。
华阳产业集聚区得知这个消息后，
立即成立了金彭车业专业招商小
组，并通过洛阳市金彭代理商这个
销售网络，一级一级向上加紧与徐
州方面联系。2013 年 4 月初，在与
企业老总鹿守光先生见面后，立即
将华阳产业集聚区的基本情况，特
别是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详细说明，
并当即在供地、服务和用工方面做
出承诺，鹿守光听后表示了极大的
兴趣。随后，金彭派团队到区内进
行了实地考察，决定把孟津作为投
资河南的重点地区之一。孟津县委
副书记宗国明，华阳产业集聚区党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牛中原先后
带队到徐州与金彭车业进行了更深
层次的对接，以极大的诚心打动了
金彭，最终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7 月 28 日，金彭公司派专人到
华阳集聚区进行开工前的各项筹
备工作，并成立了指挥部。

11 月份，投资 12 亿元的河南
金彭车业项目正式开工兴建。

2014 年 7 月中旬投资 5 亿元的
金彭车业一期工程投入试生产。

2014 年 10 月份投资 7 亿元的
二期工程开工建设……

这个项目成为近年来孟津县
项目建设中周期最短的重点工程
之一。

张乐军是这个项目的项目建
设专员，金彭车业为了前期生产
需要，就近租赁厂房培训员工，张
乐军得到消息后，主动到区内各
企业联系闲置厂房，一连跑了多
家企业，最终选定了企业满意的
厂房。江苏金彭总部向华阳产业
集聚区派驻一批高级管理人员，
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迫在眉睫。
张乐军得知后摞下一句话，“一周
内保证协调到位！”他一方面积极
联系县房管局住房办为企业办理
相关住房手续，另一方面协调为
公租房通水通电，短短一周时间，

便为企业解决了 20 套住房。
金彭车业项目负责人孔令奇

对张乐军这样评价：“张乐军最大
的特点就是敢于担当，雷厉风行，
有闯劲儿，有韧劲儿，把事情交给
他来办，我们放心。另外，他把自
己看做是企业的一分子，项目上一
旦出现问题，他比谁都着急，总是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帮助
我们解决问题，第一时间向我们反
馈信息。从他分包我们这个项目
开始，短短 5 个月时间内，帮我们办
理了各项手续，协调解决了用水、
用电、职工住房、厂房租赁、环保等
一系列难题，为我们加快项目进度
提供了有力保障。”

张乐军对记者说：“我现在所在
的岗位可是全县项目建设的第一线，
不仅是对自身基层经验的历练，更是
把自己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全心全意
服务企业中去的有益尝试。为企业
提供全方位、保姆式服务，确保实现

‘零接触、零距离、零差错、零干扰、零
投诉’的‘五零’目标，是我的职责，也
是县委派我到这里的使命。”

据悉，张乐军所分包的三个项
目，其中盛豫重工已于 2月底建成投
产；金彭车业一期工程目前进展顺利
7月份已建成投产；武汉重冶投资的
项目目前办公楼、宿舍、餐厅等已经
建成，因受市场影响建设停滞，经多
方协调考察市场，制约项目建设的发
展方向问题已基本明朗，年底前将重
新注入资金加快建设进程。

服务质量如何呢？投资 16 亿
元的巨子太阳能铸锭切片项目负
责人李正文评价：“服务很细心、热
忱。”从项目进驻集聚区开始，集聚
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询问项目
进展情况，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集群发展
华阳蓄势腾飞

神华国华孟津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国华孟津电厂）是世界
500 强台塑集团和神华集团在华阳
产业集聚区兴建的大容量、高参数
节能环保型电源工程。2011 年，该
企业两台 2×600MW 超临界机组并
网发电，其锅炉烟气部分包括 SCR
排烟脱硝系统、FGD 脱硫装置和 EP
电除尘器，煤尘部分包括密闭输煤
栈桥、布袋除尘装置等，在同行业配
套环保设施方面具有领先性，其环
保工程先后投资达 10.5亿元。经过
环保工程处理后，电厂排放的烟尘、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分别较国家标
准降低 33.33%、51.45%、79.6%。

12 月 15 日，记者在国华孟津
电厂看到，企业产生的废弃物粉煤
灰和脱硫石膏已成为华阳产业集
聚区循环经济发展的一环。

一车车粉煤灰被直接送到了
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年产
100 万吨水泥厂房，瞬间“吐”出来
的是一袋袋的优质水泥。

一车车脱硫石膏被送进了山
东拜尔集团投资的石膏板项目工
厂，转眼变成了一块块绿色环保

的装饰板材……
这些项目是华阳产业集聚区进

一步拉长产业链条，构建产业集群，
抓好延链补链，在上下游、左右链、
高低端积极寻找配套项目，努力构
建布局合理、优势明显、产业特色突
出的发展新格局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华阳产业集聚区围绕
主导产业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
聘请河南省规划设计院，高标准重
新修订完善了产业集群发展规划，
进一步明确了专业化分工和上下
游产业，为进一步拉长产业链条，
构建产业集群，承载大项目、好项
目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精
心编制了精密齿轮产业园区、电动
汽车产业园区、精细化工产业园区
和石化后加工产业园区“四大集群
园区”规划；调整完善了华阳产业
集聚区空间规划、控制性详细规
划，巩固和发展了“一区三园”的总
体布局；围绕主导产业，特别是电
动车产业和石化后加工产业，突出
抓好延链补链，在上下游、左右链、
高低端积极寻找配套项目，努力构
建布局合理、优势明显、产业突出
的发展新格局。目前，产业集聚区
已培育出百成内燃机配件、华高轴
承、盛豫重工、中联水泥、白马纺
织、拜尔石膏板、金彭电动车、金吉
利环保器具等一大批环境友好型
企业，已初步形成装备制造、化工、
循环经济等多个产业集群。

短短几年时间，华阳产业集聚
区已经进驻了不少大企业，其中台
塑集团、神华集团、中国建筑材料集
团、中国国机集团等世界 500强企业
均在集聚区内投资建设了项目。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区共实
施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28 个，总投资
106.68 亿元。其中，建成投产项目
10 个，总投资 24.9 亿元；续建项目
共 6 个，总投资 43.26 亿元；新开工
项目共 14 个，总投资 44.52 亿元，其
中 10亿元以上项目 2个。

发展是为了更好地惠及民生。
集聚区建成 2万吨/天污水处理厂一
座，园区内实现供热、供天然气。
2014年华阳产业集聚区续建村庄迁
建项目 2 个，总投资 1.3 亿元。一是
投资 5000万元的华阳家园项目。该
项目一期规划占地 40 亩，建筑面积
3.7 万平方米，建设 218 套安置房，
2013 年 6 月开工，计划今年 9 月建
成。目前，7栋住宅楼主体已全部封
顶，正在加快室内外粉刷与水电安
装。二是投资 8000万元的鹤南社区
项目，占地 60 亩，建筑面积 6.4 万平
方米，2013 年 5 月开工，今年建成后
可安置鹤南村居民 400余户 1600多
人。目前，已有 4 栋楼主体封顶，其
余 4栋楼四层主体已完工。

一个产业发展明晰、集群建设
有力、服务功能设施配套、经济社
会效益明显、产城融合、环境优美
的新城正在崛起！集群，聚起的是
产业，更是崭新的理念，强大的实
力和绚烂的梦想。在建设名副其
实副中心城市的感召下，在新一轮
改革的号角声中，华阳，正以新的
雄姿，扶摇直上，展翅翱翔……

华阳产业集聚区一角

江苏金彭电动车“机器人”焊接车间

洛阳华高轴承数控精密冷碾机制造项目投产

洛阳白马集团纺织生产车间

国华孟津电厂国华孟津电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