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适应新常态：科学谋划西融北
接，推动产业跨越发展

10 月 14 日，记者步入尉氏县新尉工业
园区优德科技园高新电子医疗器械项目建
设工地，看到一排排现代化厂房正在热火朝
天建设中，产品展示大厅中上百种新型高科
技康复医疗器械琳琅满目，显示出高新技术
企业发展的蓬勃后劲和光明前景。在该项
目的带动下，园区将建成占地千亩的豫港国
际健康医疗器械产业园，吸引全省乃至全国
的医疗器械企业“扎堆”入驻，积极打造河南
最大医疗器械生产专业园区。

优德科技园项目只是尉氏县县域经济适
应新常态、推进产业集聚、实现跨越发展的一
个缩影。3年来，尉氏县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
加大的形势下，主动承接产业转移，通过培育
龙头企业，提升传统产业，鼓励企业创新，吸
引了一大批具备核心竞争力、高附加值的高
新企业入驻，形成了纺织服装、农副产品加工
和现代电子三大主导产业。

“适应经济新常态，必须遵循经济规
律，坚持长短结合，急抓投资、缓则转调、长
要创优、远则谋势。”尉氏县委书记任洪河
说，“稳增长，保态势，对尉氏而言，就是要
科学研判形势，要打持久战。借自身发展、
政策机遇、区域优势、挖潜提升之力，努力
在区域竞争中抢占先机。”

县域经济如何发展，体现着决策者的
智慧。为了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常
态，尉氏县委审时度势、科学谋划了“西融
北接、产城互动”的战略性发展思路，在发
展产业集聚区的基础上，在西部建立新尉
工业园区，向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融合；在北部建立尉北食品工业园，与开封
市对接，并主动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

尉氏县把加快推进港尉新区、产业集
聚区、新尉工业园区和尉北食品工业园区

“一极三区”建设当做政府重点工作，县政
府重点扶持了优德电子医疗设备、九元光
电、立邦中原等一批支撑型、引领型企业；
实施纺织和橡塑整体搬迁改造项目，推动
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并积极与上海股权托
管交易中心合作，加快企业上市步伐。

目前该县已有两家企业成功在新三板
挂牌，另外 5 家企业正在积极筹备上市工
作。全县共拥有省级研发中心 2 家，拥有名
牌名标产品 20 余个，其中“耐驰”牌获中国
驰名商标。

2015 年上半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达到 276 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66.5 亿元，同比增长 11.9%。

找准新常态：“三区”建设聚力发
展，着力打造工业强县

过去 5 年，尉氏县县域经济令人刮目相
看：全县公共预算财政收入从 2010 年的 3.9
亿元增长到 2014 年的 13.1 亿元；今年上半
年，尉氏县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7.8 亿
元，收入总量全省 158 个县区排名 26 位，税
收总量全省排名 25 位；收入总量、税收总量
均在开封市属县区排名第一位。

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阵地，产业集聚
区当仁不让地成为尉氏工业发展的新高地。

尉氏县产业集聚区是河南省首批产业
集聚区，被命名为河南省循环经济示范区、
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省十先产业集
聚区和省二星级产业集聚区，规划面积 18
平方公里，目前已建成 17 平方公里。

记者在产业集聚区看到，一个个新工业
项目齐头并进，与此同时，商贸、学校、金融
机构等，基础配套项目建设也在同步拔高，
凸显出主导产业和产城融合的发展思路。

今年以来，尉氏县通过 PPP 模式进行市
场化运作，发挥融资平台作用，为产业集聚
区设施建设融资 12 亿元，建设了八纵六横、
80 公里长的道路框架，建成了 60 公里长的

强弱电网络，变电站、污水处理厂、垃圾处
理场、学校、金融机构等配套设施也相继建
成投入使用，推动了产业集聚区服务功能
不断完善。在河南省产业集聚区观摩点评
会上，尉氏县产业集聚区以不俗成绩跻身
全省先进产业集聚区之列。

截至目前，集聚区内已入驻“三上”企
业 165 家，2014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26.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5.7%；税收收入 6.5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6.6%；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126.6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5.1%；
从 业 人 员 达 6.8 万 人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15.6%；入驻项目 32 个，实际利用省外资金
136 亿元。今年上半年，产业集聚区在建亿
元项目 16 个，完成投资 67.5 亿元。

与此同时，新尉工业园区蓬勃发展，异
军突起。投资 10 亿多元，完成了 10 多条道
路管网建设，建成区面积由原来的 3 平方公
里增扩到 11.6 平方公里，基础设施和服务
功能大幅提升。现已入驻各类企业 87 家，
高档家具、临空配套和高新科技三大主导
产业初步形成。1 至 9 月份，新尉工业园区
入驻项目 17 个，总投资 150.3 亿元。

投资 20 亿元的尉北食品工业园项目，
占地 500 亩，目前入驻企业 23 家，其中，12
家企业已经投产，其余 11 家也将于年底全
部投产。在开封市市长侯红提出的“开港
经济带”中，尉北食品工业园区将作为先行
区绽放耀眼光芒。

开拓新常态：抢抓航空港发展机
遇，“港尉新区”托举辉煌

随着中原经济区的崛起，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的规划建设，以及今年全
省“两会”初定的河南自贸区蓝图，又把尉
氏县推向了国家战略的前沿。

对尉氏县而言，2015 年是实现华丽转
身的一个重要拐点：一个投资 200 亿元、占
地 7000 亩的中国中部电子商务港项目，经
过多家竞争，最终花落尉氏港尉新区。不

久的将来，一座花园式的电子商务城将巍
巍屹立于尉氏大地，将成为引领中国电子
商务发展潮流的新发动机，也必将成为支
撑尉氏经济跨越发展的强力引擎。

按照县委、县政府西融北接、产城互动
的发展理念，遵循工业强县和西融北接发
展战略，港尉新区已经隆重登场，并且成为
郑州和开封市民关注的焦点。

港尉新区，纳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 65 平方公里，加上 20 平方公里拓展
区，总面积 85 平方公里，涉及岗李乡北部、
大营镇西部，涵盖 20 多个行政村。其定位
是：建设成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的产业功能区。

港尉新区的设立，使尉氏打破行政区
划，向西融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西融北接战略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我们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展现在人
们面前的港尉新区，将是一个以先进制造业
为主导、以高新技术和电子商务为支撑，融研
发、服务、生产、居住、游憩为一体的林水共
生、环境优美、生活舒适的现代化产业新区。

引领新常态：创新服务，融合发
展，倾力打造美丽尉氏

如果说工业经济是一个城市的“硬”实
力，那么城市建设就是“软”实力。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我们坚持
高层次规划设计，既充分突出时代特征和地
域特色，又注重彰显生活品位和文化内涵，
积极克服资金、土地等因素制约，整合资源、
盘活存量，努力打造一批功能化、专业化、高
端化的城市配套服务设施。”尉氏县县长韩
治群谈起城市建设时铿锵有力地说。

在打造城市“软”实力上，尉氏县也进
行了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相继建成了一批
具有地方特色的标志性地段、标志性建筑、标
志性景观，如蓬池公园、尉南公园、刘麦河景
观带、北三环景观带、滨河广场、史庄广场、青
霞广场、人民广场等综合性文化广场，现已成

为城区百姓休闲娱乐的心灵归依之地。
在城市道路建设上注重整体配套，高

低压电、路灯、绿化、供水、通信统筹设计，
城市触角不断延伸，城市功能不断完善。
2015 年，尉氏县投资 15 亿元，新建和提升改
造 17 条道路工程，还同步配套了大口径和
特大口径地下管网建设。

伴随着城市建设的强劲节奏，一批高
层建筑和精品楼盘也拔地而起，“宏宇国
际”、“uk 中心”、“北部湾”、世纪第一城、水
岸皇城、橄榄城的建设和建成，极大地提升
了城市“高度”和品位。

如今，驱车行驶在尉氏县街头，能看到
一幢幢别致楼房鳞次栉比，一条条柏油马路
宽阔整洁，一个个休闲广场人头攒动，一片
片浓浓绿意交相辉映，一盏盏华丽街灯霓虹
闪烁。信步徜徉于产业集聚区，能发现工业
项目齐头并进，基础配套同步拔高，服务功
能不断完善，产城融合正在加速推进。

尉氏，正按照“西融北接、产城互动”的
发展战略，乘中原经济区、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和郑汴一体化建设的东风铿锵前
行，在中原大地谱写着一曲新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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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氏，新常态下新担当
本报记者 童浩麟 本报通讯员 郎军科

尉氏县地处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区域，中原城市群的中心

地带，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和郑汴一体化的前沿阵地，

历史文化灿烂，区位优势明显。总面积1307平方公里，耕地

131万亩，辖17个乡镇、1个港尉新区、1个产业集聚区和1个

新尉工业园区，516个行政村，总人口95万。近年来，尉氏县

委、县政府抢抓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和郑

汴一体化建设的发展机遇，科学实施“西融北接、产城互动”的

发展战略，通过工业强县和城市化带动，实现了经济社会跨越

式发展。今年上半年，全县完成生产总值134.09亿元，同比增

长 9.5%；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99.47 亿元，同比增长

1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6.50亿元，同比增长13.2%；一

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7.82亿元，同比增长15.2%；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 19246元和

9748元，同比分别增长10.0%、11.6%。

城市名片

■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国家棉花生产基地县
■全国油料生产百强县
■全国生猪调出大县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全省肉牛和家禽养殖大县
■全省绿化模范县
■全省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
■全省科技工作先进县、科普示范县
■全省村民自治模范县
■全省体育和卫生保健先进县
■全省林业生态示范县
■全省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
■全省平安建设先进县和信访工作优秀县

获得荣誉

富士康配套企业——正茂精密印刷生产车间 市民惬意生活 省重点项目——苏中万汇龙国际商贸城奠基

美丽的尉氏县城

省委书记郭庚茂在尉氏调研 省长谢伏瞻在尉氏调研

开封市市长侯红在尉氏调研

尉氏县委书记任洪河深入项目建设工地调研

尉氏县县长韩治群深入项目建设工地调研

开封市委书记吉炳伟在尉氏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