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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水土保持暨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区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淮源景区）
淮河源国家森林公园
中国盘古之乡
中国木瓜之乡
中国天然碱之都
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
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
全国科技实力百强县
河南省对外开放重点县
河南省省级生态县

桐柏：科技创新“染绿”生态工业
本报记者 李 铮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岳米雪

核心提示 近年来，地处千里淮河源头的桐柏县把“科技兴县”融入到“生态立县”大战略之中，大力培育企业创新精神，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依靠科技推动县域
经济发展，先后荣获“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全国科技实力百强县”、“省级生态县”等称号。桐柏县委书记莫中厚说，“科技+经济”的深度融合，正迸发出无限生
机与活力，演奏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精彩乐章。

河南省副省长张维宁（左四）在南阳市副市长张明体（左二），桐柏县委书记
莫中厚（左一）、县长贾松啸（左三）陪同下调研工业经济

南阳金牛电器公司与四家高校“联姻”组建产学研合作基地 桐柏东裕精密金属有限公司产品出口到日本和欧美。图为该公司装配车间
工人正在进行产品组装前的外观检查

严寒挡不住创业的激情。2016年元
旦前夕，记者深入桐柏县采访工业经济
发展状况，一处处火热的生产情景令人
目不暇接。

在桐柏县产业集聚区，新入驻的南阳
金牛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海告诉记者，
前不久，公司新厂区建成投产暨产学研合
作基地授牌仪式在这里举行，来自学术界
及行业内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企业家参加
了仪式，上海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郑州轻
工业学院、南阳师院的有关领导现场为南
阳金牛电气公司产学研合作基地授牌。

黄海说，金牛电器最值得自豪的是
“科技”的含金量。该公司主要从事高压

输配电保护设备的研发和生产，多次被评
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工艺技术已
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现已获得43项
专利，目前正承担着国家创新基金“大电
流密度氧化锌电阻片”项目的研发。早在
2012年６月，金牛电气因产品技术领先，
成为印度国家电力公司战略合作伙伴。
目前，公司被南阳市评定为“电工陶瓷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通过 ISO9001:2008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是中国制造网、阿里巴
巴等电商平台的认证供应商，产品已出口
到美国和东南亚、欧洲、非洲等20多个国
家和地区，年产值达1.5亿元。

桐柏县委书记莫中厚告诉记者，“金

牛”的茁壮成长是桐柏县重视科技第一生
产力，大力培育企业创新精神，依靠科技
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桐柏县携科技创新之勇，不仅建成了中国
天然碱之都，成为全省循环经济示范区试
点，实现了县域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而
且保住了生态环境，造福淮河两岸人民，
谱写了一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雄壮凯歌！据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桐
柏县生产总值预计完成109亿元，三产比
例为 18.4∶47.7∶33.9，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完成7.5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0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8049元，经济
发展实现了历史性飞跃。

最美的风景是自然生态，良好的自
然生态本身就是财富。桐柏县地处南北
气候过渡带，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兼有
暖温带、亚热带气候特征，具备多种动植
物生存、生长条件，被专家誉为“天然生
物物种基因库”、“自然博物馆”。桐柏是
宛东盆地罕见的渔米之乡，我国麦稻轮
作复种植的发祥地。各类资源富集，尤
以矿产、林果、土特产、水产、中药材、旅
游等优势资源而著称，被誉为“全国特大
资源宝库县”。

桐柏县县长贾松啸告诉记者，凭借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全县紧扣“适应新
常态、抢抓新机遇、实现新跨越”的主基
调，突出“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
两个重点，大力实施“科技兴县”和“可持
续发展”战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为创
建国家级生态县夯实基础。

工业上，该县依托资源优势和产业基
础，重点发展碱硝化工、金银矿产、农副产
品加工三大支柱产业，以及装备制造、非金
属矿开发两个后续产业。强力推动先进实
用技术的研发和推广，重点开发智能控制
技术、节能降耗技术、电子信息应用技术、
先进采矿技术等。同时，加大技术改造力
度，抓好一批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技
术改造型项目。重点扶持植物精炼油、精

密制造、新型环保材料、精细化工等技术密
集型产业，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龙头企业。深入推进自主品牌建设，培育
中国名牌和河南省名牌，促使企业技术上
水平，产品上档次，力争近两年内创建中国
驰名商标2－3个，河南著名商标3－5个。
激活创新意识，增强发展动力。以骨干企
业创新工程为抓手，大力推进企业技术创
新、产能创新和管理创新，不断增强桐柏工
业经济竞争力。利用5年左右的时间，组
织实施重点科研项目30个，攻克关键技术
难题10个，形成市级以上科技成果6项，科
技成果转化率达70%以上。

农业上，扎实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
大科研攻关力度，实现农业科技创新新突
破。到“十三五”末，力争在动植物新品种
选育、农业资源高效利用、农业工程装备
技术、现代集约化种养技术、农业生物灾
害防治和农产品储藏加工保鲜技术等方
面取得新突破。重点支持主要农作物及
蔬菜、茶叶、花卉、经济林、食用菌、能源植
物新品种选育引进试验示范。强化农业
生产技术集成创新,大力开展主要粮食作
物的轻简化栽培、超高产高效栽培等设施
农业技术、农机与农艺相配套的机械化种
植技术研究应用。加强生态农业发展新
模式的研究，总结出适应桐柏发展的生态

农业新模式。加强农业先进实用技术和
高新技术的推广应用。重点推广应用基
因工程、细胞工程等技术手段获得的各类
新品种。推广现代农业工程装备、现代集
约化种养、农业生物灾害防治、工厂化高
效设施农业技术。在加强科技示范乡
（镇）、科技示范村、科技示范户建设的同
时，重点抓好科技示范基地建设，充分发
挥基地的示范带动作用。

新能源产业上，该县充分发挥桐柏山
区特殊的地理优势，把新能源产业作为战
略性新兴产业，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
基础性作用，整合科技资源，促进产学研
合作，以特色化、规模化为方向，以良好的
创新体系和优越的投资环境为支撑，以开
放集聚资源要素为途径，以创新创业孵化
为重点，积极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
等，使新能源产业成为桐柏新一轮经济发
展的战略先导产业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支
柱产业之一。目前已确立了6个重点建设
项目。桐柏人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任
务：到2017年，全县新能源产业累计完成
总产值 7亿元，增加值达到 3.4亿元；到
2020年，全县新能源产业累计完成总产值
15亿元，增加值达到7亿元。新能源产业
的发展正方兴未艾，必将成为桐柏县创新
驱动现代服务转型升级的一个新亮点。

县委书记莫中厚说，桐柏县的企业虽
已显现出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但尚未
真正形成具有强大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群，
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储备少，原始创新
技术更少。对此，县委、县政府不断强化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持续实施科教
兴县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企业创新能力
不断跃升，有力促进了工业经济腾飞。

优化创新环境，培育创新人才。制定
了一系列促进科技创新的法律法规，设立
专利资助发展基金，制定相应的财税金融
优惠政策，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快
企业创新平台建设，按照有经费、有项目、
有人员、有设施的“四有”标准，建立健全
了科研开发机构；加大知识产权申报和保
护力度，成立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加强知
识产权创造、应用和管理，保护知识产权
人的合法权益，依法打击违法侵权行为。
以激励自主创新、保护创新成果、优化创
新环境为重点，制定支持鼓励企业和个人
创造、申报、应用知识产权的政策措施。

大力培育富有创新能力的各类人才，紧紧
抓住培养、吸引和用好人才这三个重要环
节，发挥人才在科技创新中的关键作用；
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人才资源管理和开
发体制，形成鼓励提高创新能力和创新效
率的机制；完善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充
分调动科技人才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提
高科研成果的转化率。

强化科技服务，构建创新体系。广泛
开展科技宣传活动，利用科技活动周、

“4·26”知识产权日和“三下乡”等活动，大
张旗鼓地宣传科技创新基础知识和《科技
进步法》、《专利法》等法律法规；深入企业
开展科技服务活动。围绕企业技术创新
体系建设和南阳市百项科技创新项目的
实施，多次深入到中源化学、鑫弘银制品
公司、河南三源粮油公司、南阳金牛电气
公司等企业进行调研。针对碱硝化工、金
银矿产、中药材加工等方面的核心技术开
发、技术引进和知识产权保护等课题进行
探讨。同时，对如何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加大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进一步
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产
品等问题，对企业进行分类指导。河南三
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创出的低温冷榨花
生油技术通过专家评审，获得中国商业企
业管理协会授予的“中国冷榨花生油大
王”、“中国全冷榨花生油第一家”称号。
该公司利用低温冷榨工艺，建成花生油、
茶油和花生蛋白三条生产线，是国家粮油
加工工程中心、河南工业大学科技成果转
化基地，先后获得12项专利技术和4项科
研成果。其中，冷榨花生油单条生产线日
处理量1200吨，是世界之最。桐柏县科技
局局长陈朝生告诉记者，2015年，桐柏县
共申请专利96项，其中发明专利16项，实
用新型专利 63项，外观设计专利 17项。
申报科技成果12项。通过申报和遴选桐
柏县有６个项目列入“南阳市100个科技
创新项目”，6个项目计划投入经费 8450
万元，其中研发经费5500万元，目前部分
项目已经完成。

走进桐柏县安棚化工专业园区，
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场
景。在小苏打产量居全国第一的博源
新型化学公司，记者看到如龙的车队
将产品运往全国各地；在中源化学公
司，记者看到总控室里屏幕闪烁，4名
技术人员轻松掌控着整个自动化生产
线；在顺成新型建材公司，可以看到利
用粉煤灰生产出新型水泥，将上游企
业的生产废料吃干榨净，实现了清洁
生产、循环利用……

安棚化工专业园区的蓬勃发展，
是桐柏县依靠科技培育生态工业“孵
化器”的硕果。近年来，该县坚持以生
态立县为统揽，把工业振兴、构建生态
工业体系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
略，持续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之
路，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工业结构进一
步优化，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碱硝化工是桐柏县的主导产业。
为了做大做强该产业，该县建成了安
棚化工专业园区。园区开发建设之
初，即聘请中国天辰化学工程公司（原
化工部第一设计院）对桐柏碱硝化工
产业进行专业规划，编制了国家级生
态工业（碱硝化工）示范园区总体规划
（2005－2025），通过省环保局、省发改
委等部门评审。先后聘请河南省工程
咨询公司和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院，
对碱硝化工产业总体发展进行科学规
划，编制了《桐柏碱硝化工循环经济园
区实施方案》，目前，碱硝化工项目累
计投入66亿元，建成了中源化学、明星
化工、博源化工等规模以上企业14家，
主导产品年产 130万吨纯碱产量位居
全国同行业前列，小苏打、元明粉产量
居全国同行业第一。园区内拥有省级
技术中心 1家，省级研发中心 3家，创
建国家名牌产品 1个，国家驰名商标 1
个，省级名牌产品 3个。“目前，安棚化
工专业园区与天津理工大学开展产学
研合作，建设桐柏县天津科技创新园，
实施热电联产项目，进一步拉长碱硝
化工产业链条，力争尽快建成国家级
循环经济示范区、省产业集聚区。”贾
松啸告诉记者。

为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有效保护
生态环境，该县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重
要抓手。他们以碱硝产品为原料，以废
物循环综合利用为主线，大力招商引
资，先后建成年产20万吨小苏打、40万
吨矿物肥、100万吨水泥、5万吨醋酸钠、
2万吨氧化镁等一批发展前景好、经济
效益高的“小巨人”企业，实现了资源共
享和废物综合利用，使废水、废气、废
渣、废热及副产品变废为宝，现已初步
形成四条工业生态链条：①以废渣综合
利用为主的“煤→电→粉煤灰→水泥熟
料、免烧砖”；②以废气综合利用为主的

“热→碱卤水湿分解+煅烧CO2气体→小
苏打”；③以废液综合利用为主的“热→
纯碱→纯碱母液（含盐）→低度纯碱”；
④以废水综合利用为主的“碱 (硝)杂
水→冷却洗涤碱(硝)尘→杂水回注井下
溶采”。碱、硝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三
废”，在循环生产中得到了充分利用，成
为行业内“绿色化工”的典范示范基
地。下游产品的产值比重逐年增加，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日益显现。

倾力扶优培强，助推企业成长。桐
柏县深入推进“骨干企业创新工程”和

“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引导资金、土地、
人才、环境等要素向优势企业集聚，支持
重点企业从“制造型”向“创造型”、“创新
型”企业转变。积极引导30－50家中小
企业走“专、精、特、新”的发展路子，围绕

东裕阀门、金牛电器、双鑫机电、环球伟
业、兴源化工等企业的现有产品开发下
游系列产品，培育高成长型企业。强力
推进34个重点项目建设。研究国家投
资政策，强化项目谋划和项目储备工作，
2015年以来，共储备工业项目36个，总
投资26亿元。按照“企业集中布局，产
业集群发展，资源集约利用，功能集合构
建”原则，加快产业集聚区建设。目前，
县产业集聚区招商引资项目62个，完成
投资116亿元，累计建成标准化厂房61
万平方米，入驻企业59家；产业集聚区
基础配套设施日益完善，整体竞争力明
显提升，初步形成了以三源粮油、江记油
脂、淮源饲料、淮渎酒业等企业为主的农
副产品加工和东裕阀门、胜出实业为主
的机械制造产业集群。

该县按照生态工业发展的整体要
求，提高企业准入门坎，淘汰落后设备
和产能，严格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企业
入驻，坚持做到“三个不让步”，即影响
生态环境的不让步，安全生产不达标
的不让步，影响整体规划的不让步。
近三年，已先后拒绝 60多个不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和生态环保标准的项目入
驻。他们坚持源头控制与淘汰设备相
结合，加快以节能为重点的设备改造
力度，不断淘汰落后产能和用能设备，
对能耗高、污染重、技术含量低、效益
差的企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关停
并转，先后淘汰关闭毛集信钢水泥厂、
晨星化工等 9家高耗能、高污染企业，
1000吨标煤以上企业已淘汰落后设备
12台(套)，关停非法采矿点 323个，拆
除污染严重的小选厂 63家，黏土砖窑
51座，加强了资源能源节约和生态环
境保护，优化了产业结构。

目前，该县产业集聚区被命名为省
重点产业集群，桐柏安棚化工产业园区
已发展成为全国纯碱产量最大的产业集
群，全国最大的纯碱、小苏打生产基地，
以及能源综合利用、环保节能的“百万吨
级”中国天然碱循环经济典型示范基地，
被确定为省级循环经济园区试点单位。
园区内的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被
命名为省级清洁生产示范企业。2015年
上半年，该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
加值16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0.4亿
元，二氧化碳化学需氧量全部达标排放，
工业税收占全县财政一般收入的63%，
工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县域工业经
济获得跨越式发展。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科技支
撑，如虎添翼。如今的桐柏已然插上了
腾飞的翅膀，多张名片熠熠生辉：全国
文明县城、国家卫生县城、国家园林县
城、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等。这些名片
的背后，是桐柏干群艰辛的付出，他们
正用勤劳智慧谱写一曲“科技改变生
活，生活更加精彩”的华丽篇章。

沐浴着冬日的暖阳，徜徉在桐柏城
乡，记者不禁感慨万千！桐柏，曾是一片
贫瘠的红土地，而今，这里已成为南阳市
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梦想者成长圆梦的
摇篮。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创
新驱动战略成功的见证。“科技创新是驱
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科技+经济’的
深度融合，必将演奏出更加精彩的乐
章。我们坚信，在科技阳光的普照下，具
有自主创新发展理念的桐柏人民。必将
拥有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莫中厚、贾
松啸对桐柏的明天信心满满。

发挥自然资源优势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完善创新服务体系 推进科技兴县战略

倾力发展循环经济
打造中国天然碱都

河南三源粮油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线

桐柏奥斯科技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工人正在组装电动车

年产 300 万斤的桐柏山野老泉茶
叶公司员工正在进行色选作业

桐柏西金土工材料有限公司总投
资1.2亿元，年产高强机织模袋布1000
万平方米、高强机织土工布 5000 万平
方米、高强机织防渗布2000万平方米

安棚化工专业园区一角安棚化工专业园区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