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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超前谋划”到“赢取主动”

明目标、凝共识
以思想转变引领行动转变

1957年因煤建市，长期以来以煤电
为主的产业支撑着鹤壁发展，产业结构
单、链条短、层次低。这样的产业模式带
来了经济风险高、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等
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进入经济新常态之
后，要想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占领先机、
赢得主动、有所作为，必须实施转型发展
战略。去年十月，省十次党代会明确提
出：鹤壁等资源型城市要突出转型发
展。这既与鹤壁发展实践高度契合，又
指明了鹤壁未来五年发展的大方向。

“推进转型发展，是省委、省政府对
我们的明确要求，也是我们发展的迫切
需要，是鹤壁责无旁贷的政治责任。我
们的问题不是转与不转，而是必须快
转、转好、转出成效。”为了让全市广大
干部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转型发
展上来，鹤壁市委书记范修芳在市第九
次党代会、市委全会、市委经济工作会
议、全市转型发展攻坚推进工作会等重
要会议上多次进行强调。去年 11月、
12月，范修芳和市长唐远游分别带队
到浙江、江苏、湖北、湖南等先进地区找
差距、学理念、明方向，进一步明晰鹤壁
转型发展的重大思路和举措。

思想统一了，怎样去转？转向何
处？成为摆在市委、市政府面前的当务
之急。

——怎样去转？
结构问题是鹤壁市转型发展的关

键“痛点”，把这一“痛点”疏通了，转型
发展就成功了一大半。为此，要着眼协
调优结构，推动传统产业发挥优势、延
链补链、对接终端，推动新兴产业扩大
规模、培育集群、增加效益，推动生产性
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
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品质化提升。

没有创新为动力，转型发展就是无
源之水。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建好创新平台、壮大创新主体、集聚
创新人才、注重全面创新，加快建设创
新型城市。

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现在一些企业经营
困难，最大的问题不是市场需求不足，
而是产品跟不上市场变化、适应不了市
场需要。要坚持以需求为导向，深入把
握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主动跟上需求
变化，有效改善供给质量效益，让转型
发展适应市场、引领市场、扩大市场。

——转向何处？
坚持高端化发展，瞄准产业链的高

端、价值链的高端和技术链的高端，抓技
改、上项目、出产品，奋力抢占行业制高点。

坚持绿色化发展，把生态文明理念
贯穿经济发展各环节、全过程，努力实
现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
少、循环可利用的发展。

坚持智能化发展，大力发展“物联
网+”等新业态新模式，为经济发展插
上智慧的翅膀。

坚持融合化发展，推动高新技术及
其相关产业向其他产业渗透融合，促进
产业间延伸融合、产业内部的重组融合。

转型发展是提高供给质量效率的
当务之急，是缓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根本
之策，是增强企业竞争能力的必由之
路，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之举，
必须采取超常规举措加快推进，见到实
实在在的效果。

市九次党代会上，鹤壁市委、市政
府擘画了新蓝图、明确了新方向。由此
开始，一场以思想转型为引领，推动鹤
壁产业结构变“轻”、发展模式变“绿”、
经济质量变“优”、生态环境变“美”的深
刻转型清晰地铺展开来。

从“一煤独大”到“多业并举”

延链条、提层次
奋力迈向产业中高端

煤炭，被誉为“乌金”，曾经是鹤壁

发展的重要“财富”。在转型发展的今
天，如何拉长产业链条，让“一煤独大”
的格局变为“多业并举”？市委、市政府
明确指出：出路就在加快转型升级，打
造清洁能源与新材料产业。

日前，在位于宝山循环经济产业集
聚区总投资 72亿元的 150 万吨/年煤
焦油综合利用项目现场，来自北京的专
家正在结合前期地质勘探的情况对主
装置安放位置进行调整。该项目拥有
国际领先的自主核心技术——超级悬
浮床技术，将在前期 15.8万吨/年装置
的基础上，利用煤焦油、煤沥青等废料，
生产润滑油基础油、石脑油、清洁燃料
油等产品，这样就把原煤更多地转变成
附加值更高的化工产品。

除了煤焦油综合利用项目外，鹤壁
市还依托宝山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大
力实施了年产60万吨甲醇、10万吨1，
4-丁二醇、6万吨聚四氢呋喃、2万吨石
油裂解催化剂、3000吨丁二酸酐等一
系列项目，目前还正在推进工业气体岛
及综合利用、热电气化一体化等重点项
目，致力将煤炭转化为附加值高的产
品，为煤炭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在位于鹤壁鹤淇产业集聚区的中
维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一粒粒大米形状
的锦纶 66切片经过一道道工序，变成
了一根根只有头发丝三十六分之一粗
细的白色丝线，这些极细的丝线就是锦
纶66工业丝。

锦纶 66工业丝是汽车安全气囊、
高档缝纫线、帐篷、防化服等产品的主
要原料，市场潜力巨大。而中维化纤股
份有限公司是目前国内第一家也是唯
一的生产安全气囊丝的民族企业，在此
之前，国内的两家安全气囊丝生产企业
一家来自美国、一家是中德合资，采用
的是德国核心技术。“我们公司成功打
破了国外品牌对中国气囊丝市场的垄
断。”项目负责人陈海涛介绍，从去年8
月量产至今，已累计销售工业丝 2000
余吨，产品主要出口至西班牙、印度等
国家，销售至浙江、广东等地。

如果说清洁能源与新材料产业是
鹤壁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成功典范，
那么仕佳光子等一批高科技企业的落
户，则助推着该市产业不断向“高、精、
尖”迈进。

2010年 10月，由中科院半导体研
究所集成光电子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
承担的PLC型光分路器芯片产业化项
目落户鹤壁，河南仕佳光子科技有限公
司应运而生。依靠中科院半导体研究
所强大研发实力的仕佳公司，从 2012
年 2月开始制作流片到研发成功，仅仅
用了8个月时间，PLC型光分路器芯片
就研发成功。目前，仕佳光子已成为全
球最大的光分路器芯片供应商，占全球
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

鹤壁市在加快推进产业向中高端
迈进的同时，还着力做大做强“3+2”产
业，“3”就是清洁能源与新材料、绿色食
品两个千亿级和汽车零部件与电子电
器这个超五百亿级产业，“2”就是镁精
深加工和现代家居两个超百亿级产业。

2016年，鹤壁市五大主导产业完
成主营业务收入 1991亿元，占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的 96.4%。如今，绿色食
品产业占工业比重已超过煤炭采选业
成为该市的重要支柱产业，培育了大
用、永达、永昌、中鹤等知名龙头企业，
全市食品年加工能力超过 500 万吨，
其中禽肉生产出口量占全省 80%以
上，永达公司为神八、神九、神十、神十
一研发生产了93种航天食品，已有47
种伴随航天员升入太空。通过产业转
型升级，食品产业实现了由粗加工向
深加工、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
发展后劲十足。汽车零部件与电子电
器、镁精深加工、现代家居等新兴产业
发展风生水起，正逐步成长为经济发
展的支柱。

从“靠天种地”到“智能管理”

增效益、树标杆
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走进位于鹤壁市淇滨区农业硅谷
产业园的中国农业科技互动体验中心，
一定会颠覆你对传统农业的所有概念。

这里的一切都颠覆着传统观念：
VR、AR互动体验，让人身临其境对休
闲与创意农业和一二三产融合有了直
观了解；集工厂化农业、花卉园艺、楼宇
农业、办公室农业、阳台农业于一体的
城市农业体验中心，让人感受到城市农
业与智能家居相结合产生的巨大创造
力；物联网和智能机器人进行的互动演
示，让人体验到现代科技背景下农业的
精准和高效……

来这里参观的人们不禁感叹：没想
到在城市的钢筋水泥建筑里就能“生
产”出蔬菜水果，没想到用手机就能管
理畜牧养殖、控制蔬菜大棚，没想到现
在种地都用上无人机了。

这三个“没想到”不仅道出了人们
对农业与信息化融合发展的赞叹，而且
从侧面反映出鹤壁市优化现代农业生
产方式、加快农业转型的发展成果。近
年来，该市更加注重农业科技创新，以
抓好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农业园区、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和农业硅谷产业园
建设为重点，加快建立现代农业科技创
新体系，建设以农业物联网为重点的农
业全程信息化技术体系，提高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作业率和气象为农服务水平，
被评为全国 7个整体推进农业农村信
息化示范基地之一。

事实上，中国农业科技互动体验中
心内展示的一些农业科技，在鹤壁市已
得到广泛应用。

46 岁的浚县王庄镇农民陈学文
说，两年前他承包了5栋温室大棚。去
年冬天，他总是天不亮就赶往大棚，太
阳出来后，他就爬到大棚顶上一直按着
卷帘机按钮，等着棉帘安全卷上来，半
小时后，再爬上第二栋大棚卷帘……而
现在，通过手机扫描大棚的二维码，在
申请通过授权后，就能用手机控制大棚
卷帘的升降。

除了生产方式的优化升级，该市农
业转型还体现在经营方式的转变上。

与以往的农业经营方式不同，占地
5000余亩的现代农业综合园区——位
于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鹤壁建业绿
色基地，农产品生产并非其主要营收渠
道。

“项目分迎宾形象区、民俗文化体
验区、现代设施高效农业生产观光区、
养老养生示范区、农耕文化体验区、滨
水生态游览区和农林种养殖生产示范
区等 7 个功能区，实现了设施高效农
业、示范体验农业、科普教育农业、休闲
观光农业、文化创意农业、养老养生农
业‘六位一体’。”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农办工作人员介绍，该项目虽说是农业

项目，但挣的不只是“农”钱，以农业为
载体的文化、旅游、养老等产业，才是
项目营收的关键。

从传统以人为主的农业生产，到
农业机械化，再到“物联网+智慧农
业”；从种啥吃啥、种啥卖啥，到农产品
精深加工，再到农业观光、休闲旅游等
多种经营，一二三产的深度融合，让农
业与其他产业发生“化学反应”，使鹤
壁市农业现代化升级步伐不断加快，
踏上了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
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转型之路。

从“借力引智”到“自主创新”

搭平台、强支撑
打造转型发展新引擎

今年“五一”，鹤壁除了火爆豫北
大地的文化旅游项目“桑园小镇”外，
该市地标性建筑——鹿台阁旁的水秀
表演也华彩亮相。夜幕下，淇水边，曲
声悠扬，灯光璀璨。只见潺潺水流之
中，22个火泉冲天而起，火在水上欢
腾，水在火边舞动，水火交融、美轮美
奂，引起观众声声喝彩。而主持打造
这个创意项目的，是鹤壁市一家本土
企业——鹤壁国立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3年年底，时年30岁的美国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半导体物理学博士
朱明甫和他的8名博士伙伴一起，凭借
掌握的光学领域核心技术，创立了国
立光电公司，这就是在当地广为流传
的“九个博士一盏灯”的故事。依托核
心技术和永不停歇的自主创新，仅3年
多时间，国立光电就从只有9个人的小
团队，成为拥有近200人、硕士和大学
生超过 80%的股份制公司；从最开始
租赁不到30平方米的小房间，到现在
拥有集研发、设计、生产于一体，占地
70亩的国立光电园区，生产车间内国
际领先的生产线也增加到10多条，连
续两年荣获“中国创翼”青年创新创业
大赛一等奖。

如果说国立光电是鹤壁市自主创
新的代表，那么加强科技开放合作，积
极建设各类国家级、省级研究院、研发
中心等创新平台，借势、借智、借力创
新，也为该市转型发展提供了强大支
撑。

位于鹤壁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河南研究院，是
中科院在我省设立的第一家分支机
构，于2015年1月挂牌成立，主要是将
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的科研成果进行
产业化转移。目前该院已在分布式反
馈激光器芯片2英寸片子光栅制作、减
薄、电镀等工艺上开展了技术转移，可
满足产业化和规模化生产要求。同
时，由该院自主研发的“光分路器及阵
列波导光栅芯片设计及制备”是鹤壁
市制造业领域获得的首个省科技进步
一等奖，并准备申报2017国家科技进
步奖；“战略性先进电子材料重点专项
高性能无源光电子材料与器件研究”项
目被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015年 5月挂牌的中国智慧农业
研究院是由中国农业大学和农信通集
团联合成立的以农业信息技术为主要
研究方向的农业高科技研发、中试、技
术转化的新型科研机构。总部及产业
应用研究部分设在中国（鹤壁）农业硅
谷产业园，并在此设有博士后流动站、
教授工作站。该院目前承担并完成了
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和重大工程项目20
多项，荣获授权专利 10项和取得国际
领先科技鉴定成果1项，还参与制定多
项智慧农业国家标准和行业技术规范，
是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农业信息化科研
机构之一。

与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河南研究
院、中国智慧农业研究院类似的，还有
已建成并发挥作用的国家镁工程中心
鹤壁研发中心、曙光集团鹤壁云计算中
心、南京林业大学河南聆海家具研究院
和林木一体化研究中心等，天津大学鹤
壁技术转移中心也已正式挂牌……

转型发展，根本要靠创新驱动。近
年来，鹤壁市以打造创新型城市为契
机，推动“鹤壁制造”向“鹤壁创造”转
变。截至目前，该市已与全国 51家科

研院校、15家省级以上学会协会建立
合作关系，建成79家省级以上研究院、
研发中心等创新平台，催生了仕佳光子
光分路器芯片等一批站上行业制高点
的高科技产品；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1项、省科技进步奖16项，科技成
果处于国际先进水平9项、国内领先水
平185项，专利授权量超2000件，科技
进步贡献率达55%，被确定为全国创新
驱动示范市。

从“简政放权”到“贴心服务”

放管服、提效能
让市场主体活力竞相迸发

转型发展，归根到底是要由市场主
体发挥作用。为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持续优化发展环境，鹤壁市正在进行一
场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
内容的政府“自我革命”。

对不少企业来说，环评审批一直是
件头疼事。但现在，一些企业的办事人
员发现，办理环评审批更简单、速度也
更快了。“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审批中，我们对申请人已委托中介服
务机构开展的服务事项，不再委托同一
机构开展技术性审查工作，同时中介服
务机构的资质、行为只要符合国家、省、
市有关要求即可，不指定环评机构。”鹤
壁市环保局局长袁远说。而这，只是该
市推进简政放权全面规范行政审批中
介服务中的一项。

近年来，鹤壁市先后7次清理规范
行政许可事项，市级共取消 132项，下
放县区 64项，县区行政审批事项取消
616项；对保留的 70项行政许可事项
涉及的中介服务项目进行了清理和规
范，共梳理出 16项涉及行政审批中介
服务的项目；将原有的245项非行政许
可审批事项全部取消。

但“放”并非撒手不管，相反，从“撒
胡椒面”式的管理中腾出手来，政府的
行政效能得到了进一步优化提升。

5月 8日，到鹤壁市行政服务中心
办事的人络绎不绝。办事流程图、服务
内容表、收费目录等统一摆放在各窗
口。这些流程图清清楚楚，让群众心里
明明白白。为进一步规范管理，该市深
入推进权责清单制度建设，办事有流
程、收费有清单、权力有目录，老百姓心
里敞亮了，办事自然也就顺心了。同
时，该市不断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进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不断提升政府管理
效能，目前已成为全省政务效能最高的
省辖市之一。

如果说简政放权是让企业减少了
束缚，那么持续优化的服务无疑为企业
发展添加了有效催化剂。

“项目进度咋样？有啥要解决的问
题吗？”5月 8日，鹤壁国家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驻厂干部毛新军来到仕佳光电
子产业园了解项目进展，帮助解决问
题。目前，该公司的AWG芯片生产线
完成设备已投产，有源芯片设备也正在
安装调试，在这样的关键时间节点，他
总是要常来看看、问问才放心。“每周至
少来一次，有问题要协调了就连续跑。”
毛新军说，只要能帮企业解决实际问
题，自己累点不算啥。

服务方式的转变能让人更方便地
解决问题，机关工作人员作风的转变则
更直观地让人感受到政务环境的优化。

“不同窗口在业务上有不同，但让
群众满意的目标是一致的。”鹤壁市淇
县行政服务中心负责同志说，中心聘请
了礼仪教师对窗口工作人员进行礼仪
培训，依照办事规范样本规范工作人员
的办事行为，并成立了内部督察组，对
窗口人员的工作纪律遵守情况不间断
巡查，严格制止聊天、串岗、吃零食、玩
手机等与工作无关的行为，扎实的工作
作风建设取得了良好效果。

从简政放权到放管结合再到优化
服务，政府职能从“瘦身”到“变身”，在
减少企业麻烦的同时，也让该市的转
型之路更加顺畅。2016年年底，全市
实有各类市场主体 6.9 万户，与 2013
年年底相比，净增长75.9%；今年3月，
全市市场主体再创历史新高，达到 7.1
万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空前
高涨。15

鹤壁：锲而不舍谋转型

工业格局焕然一新——从“一煤独大”到多业并举，2016年

“3+2”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58.4%、占工业比重达到

96.3%，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比重达到31.4%。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以“2+3”产业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发

展步伐加快，2016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达204.09亿元，三次产业结

构为8.1∶65.4∶26.5，一二三产发展越来越协调。

发展动力加快转换——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明显增

强，2016年新增省级以上创新平台9个、总数达到78个，规模以上

高新技术领域企业达到220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37.7%，

全市科技贡献率达到55%。

…………

近年来，按照省委总体部署，鹤壁市委、市政府坚持“转型创

新、提升求进”总基调，一心一意谋发展，锲而不舍谋转型，以转思

想为引领，以转方式为重点，以转动力为支撑，以转职能为保障，力

争在转型发展之路上走在全省资源型城市前列，着力建设更高品

质的生态文明、活力特色、幸福和谐之城。

核心提示

鹤壁市商务中心区鹤壁市商务中心区

位于鹤淇产业集聚区的中维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锦纶66工业丝
是汽车安全气囊、高档缝纫线等产品的主要原料。图为该公司生产车间

鹿台阁灯光秀由鹤壁本土企业鹤壁国立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主持打造。
图为鹤壁市地标性建筑鹿台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