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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打”变“团体”

依托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
濮阳建市以来，相继建成中原乙烯、
中原大化等一大批化工企业。尽管
它们在相当长时间内是濮阳的产业
主导，但在辉煌时期的中原油田面
前，只能屈尊为“凤尾”。

如何拉长化工产业链条，做大
做强产业，使传统化工产业焕发新
的活力，成为濮阳工业企业转型发
展的“龙头”？

“出路就在加快化工产业转型
升级，聚集资源做大上游、优化链条
做精下游，延展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构建创新链，推动化工产业向绿
色化、循环化、一体化、高端化方向
发展。”濮阳市委、市政府对此有着
清醒的认识。

濮阳适时提出以炼化一体化为
基础，重点拓展乙烯、丙烯、碳四、
苯、对二甲苯等五大产业链，培育化
工新材料、专用化学品、功能化学品
三大产业集群，着力构建“一基五链
三集群”产业体系。

还有更给力的手笔，濮阳整合3
个省级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 65平
方公里的新型化工基地，做到土地
集约节约利用、要素统筹高效配置、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集聚发展，着力
打造中原城市群石化产业转型升级
示范区和全国重要的综合性能源化
工基地。

“2017 年，濮阳规模以上化工
企 业 达 247 家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1186.5 亿元，占全省石化产业主营
业务收入的 11.3%。”濮阳市发改委
有关负责人介绍。

在“腾笼”释放化工产业要素空
间的同时，濮阳“换鸟”提质，推动化
工产业迈向中高端，引来更多“凤
鸟”。记者在沃森科技生产车间看
到，其生产的一种工程塑料——超高
分子量聚乙烯纤维无纬布，叠加十几
层后，就可具备防弹功能。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被称为‘神
奇塑料’，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轨
道交通、海洋工程等领域。”沃森科
技有关负责人说，该公司已成为国
内最大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及后加
工产业基地之一。

近年来，濮阳培育和引进了沃
森科技、丰利石化、惠成电子、蔚林
化工、迈奇化学等一大批化工与化
工新材料骨干企业，助推化工产业
不断向“高、精、尖”进军。

“短板”变“跳板”

转出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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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篇 ——

艰苦创业筑新城
砥砺前行谋宏篇
——访濮阳市市长杨青玖

“建市 35年来，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濮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凝心
聚力、苦干实干，实现了经济稳中向
好、质量提升，社会全面发展、和谐
稳定。”近日，濮阳市市长杨青玖在
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杨青玖介绍，濮阳的生产总值
由建市之初的13亿元跃升至2017
年的 1585.5亿元，居民人均收入由
230元跃升至 1.82万元，豫北平原
黄河故道上，一座活力无限、魅力
四射的现代化石油化工城市正在
崛起。

产业体系日臻完备。立足油
气资源实际，着力构建以化工产业
为主导的产业体系。规划建设 65
平方公里新型化工基地，以炼化一
体化为基础，重点拓展乙烯、丙烯、
碳四、苯、对二甲苯五大产业链，培
育化工新材料、专用化学品、功能
化学品三大集群。传统产业改造
升级、凤凰涅槃，新兴产业无中生
有、迅速壮大，濮阳成为区域性石
油装备制造基地、绿色食品生产加
工基地、中部家居之都、中国羽绒
之乡和国家生物基材料集群示范
基地。围绕现代物流、文化旅游等
六大重点领域，大力发展现代服务
业，服务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贡献

率提高到40.8%。
城乡面貌发生巨变。加快推

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着力
发挥产业拉动、户籍住房牵动、市
场和资源带动、农村产权改革推
动、社会保障托动等综合效应，城
镇化率达到43.7%。濮阳市城区不
断拉大城市框架，完善城市功能，
集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

“九城二奖”于一身。深入推进百
城建设提质工程和小城镇建设，大
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产权制
度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城乡环卫一
体化实现全覆盖，一批特色小镇和
美丽乡村星罗棋布、魅力彰显。

发展基础更加坚实。着力完善
综合交通体系，郑濮济高铁加快建
设，晋豫鲁铁路建成通车、直达日照
港；大广、濮范、德上等“三纵三横”
高速公路贯穿全境、互联互通，濮阳
成为陆海联运经济走廊的战略节点
城市和中原城市群衔接环渤海经济
圈的桥头堡。谋划实施国家天然气
战略储气库群项目，鄂安沧、榆济等
输气管线在濮汇聚，区域性天然气
输配中心地位日益凸显。海关在濮
设点，公用型保税仓库和5个国家、
省级出口基地建成投用，濮阳经济
外向度不断提升。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打响脱
贫攻坚战以来，大力实施“五个一
批”，20.28 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297个贫困村退出序列，贫困发生
率由 10.63%降至 3.58%。财政民
生支出增速持续高于经济增速，坚
持每年办好一批民生实事，持续抓
好扫黑除恶、安全生产、信访维稳
等工作，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杨青玖表示，面对新形势新挑
战，全市上下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克难攻坚，砥砺奋进，以党的建设
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濮阳
由区域边缘走向中原城市群改革
开放前沿，为中原更加出彩增色添
彩。③5

实现产业转型创新升级，不仅需
要大刀阔斧迅猛出击的气魄，还需要
精雕细琢持续提升的恒心。综观全
局，濮阳新兴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比
较滞后，让“短板”变“跳板”，才能破
解产业比重不协调的困局。

在南乐县国家生物基材料产业
园，龙都天仁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弥漫
着浓浓的玉米香味。令人惊讶的是，
从生产线“走”下来的并非美味的食
品，而是白色的塑料袋。“这种塑料袋
是用玉米淀粉中提取的原料生产的，
使用后埋在地下 3至 6个月，可全部
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不会污染环
境。”企业负责人介绍。

在这个产业园里，“绿色奇兵”比
比皆是。目前，产业园入驻项目 18
个，累计完成投资8.9亿元。

驱车从大广高速清丰站驶出，向
西行驶不远就会看见一排排白色风
机巍然耸立，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格
外壮观——润清风电场创造了我省
风电行业的三个第一：第一个平原风
电场、第一个高塔架风电场、第一个
低风速风电场。

濮阳加大新能源的
推广利用步伐，高起
点规划、高标准建设、

高效率推进，加速形成风力发电、光
伏发电、生物质发电、地热利用等多
种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新格局，预计今
年全市新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
的8%以上。

产业转型还给老百姓生活带来
很多实惠。今年 3月，濮阳市老年病
医院及安宁疗护中心挂牌成立，填补
了该市没有相关医疗机构的空白。
濮阳大力发展以医养结合为方向的
健康养老服务产业，重点建设医养结
合服务设施和居家社区养老、机构养
老、健康养老示范社区。

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是濮阳推
动服务业转型发展的又一个突破口。
该市以冷链物流、电子商务物流、快递
物流、石化能源物流为重点，积极打造
国内重要的石化能源物流基地、国家
煤炭储配中心、三省交会区域快递集
散中心和网购物品分拨中心。目前，
清丰家具、南乐食品、台前羽绒、经开
区花卉等物流基地初具规模。

转型发展，濮阳迈上一个新台阶，
转出一片新天地。③5

建市 35 年来，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濮阳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凝
心聚力、苦干实干，实现
了经济稳中向好、质量提
升，社会全面发展、和谐
稳定。

长期以来，一个发展困境始终摆在近400万濮阳人民面前。

濮阳因油而生、因油而兴，形成了以石化产业为主导的产业

体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原油田油气产量逐年下滑，资

源枯竭之势不可逆转。

新一轮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区域竞争正在展开，加快转

型发展像“金钥匙”一样，打开了濮阳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根本性

转变的通道。近年来，濮阳以转思想为引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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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

道路上走在全省资源型城市前列。

“凤尾”变“龙头”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2017年二三产业
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90.4%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年均增长9.8%
第三产业增加值

年均增长10.2%

同多年前的化工产业一样，濮
阳的装备制造、食品、家居、羽绒等
传统产业不仅规模较小，而且属于
零零星星“单打独斗”。化工产业的
集聚效应，也促使这些传统产业走
向抱团发展、改造提升的转型之路。

濮阳强力实施龙头引进、兼并
重组，把创新摆在装备制造业发展
的核心位置，引导企业加强与科研
院所及高校合作，不断提高装备集
成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依托现有装备制造产业优势，
濮阳实施产业招商，积极培育发展
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濮阳已举办五届中原
（濮阳）油气技术装备展览会，成为
国内展示石油石化技术装备最新成
果的重要平台。

经过多年深耕，濮阳规模以上
装备制造企业已达 238家，“濮阳制
造”油气装备成功打入国内全部油
田，以及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巴西
等国市场。中原总机生产的高品质

抽油机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公司壳
牌石油的指定供应商；中拓公司在6
个国家设有分公司，该公司的油管
非开挖修复光固化技术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民以食为天，濮阳的食品加工
产业正在迎来广阔天地。

近年来，濮阳依托丰富的农产品
资源，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为核
心，以产业集聚区和专业园区为载
体，通过培育产业集群、推进兼并重
组、实施品牌战略等措施，初步形成
了以粮食加工、畜禽加工、食用植物
油加工、果蔬深加工、乳制品及食品
酿造等20多个门类
为主的现代食品
加工产业体系。

在国内家居
产业不断洗牌重
组的今天，濮阳
的清丰家居却独
辟 蹊 径 、迅
速崛起，

叫响了全国。
20世纪 80年代，清丰县曾一度

呈现“家家打家具、户户办工厂”的繁
荣景象，也获得“木工之乡”的美誉，
但小而散的家具企业最终面临严峻
的“成长制约”。

近年来，清丰县以开放招商为
主渠道，集群引进、产业集聚同步发
力。目前，已有 170 余家家居企业
从京津冀地区来此落户，形成了全
国知名家居企业“扎堆清丰”的独特
现象。

台前县的羽绒及服饰制品产业
兴起于 20世纪 70年代中后期，从最
初群众自发收购再售羽毛起步。近

年来，该县突出产业链条延伸和终端
产品开发，打造出产业特色鲜明、质
量标准先进的羽绒及服饰制品基地，
已拥有羽绒及服饰制品企业 80 余
家，从业人员3.5万余人，年深加工原
材料能力 4万吨，约占全国的四分之
一，羽毛、羽绒年销售量达 3.6 万吨，
在全国同行业中排名前三。

在台前县打渔陈镇扶贫车间里，
工人们忙着裁剪、缝纫、上胶，不一
会儿，一对“羽毛翅膀”就成型了，它
们将漂洋过海，上到美国沃尔玛超市
的货架。

一对出自河南乡村的“羽毛翅
膀”，在大洋彼岸掀起了购买的热潮。

重点产业转型成效明显，到2017年

石油化工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000亿元

装备制造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超800亿元

食品加工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超700亿元

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228.3亿元

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增加

高新技术产业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31.7%
较2013年提高9.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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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企业向绿色发展。

把创新摆在装备制造业的核心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