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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之花”绽放舞钢
——舞钢集聚区十年奋进路

□本报记者 李保平
本报通讯员 陈闯 杨东豪 袁洪昌

二郎山下，龙泉湖畔，风景秀美的
舞钢市如今又多了一个熠熠生辉的名
片——舞钢市产业集聚区。

昔日，舞钢市因钢而生；而今，舞
钢市因钢而兴。

十年拼搏，十年耕耘，舞钢市在昔
日的“丘陵薄地”绘就15.9平方公里的

“产业新城”，把一片道路不通、经济闭
塞、偏僻荒芜的地带变成了一个四通
八达、设施齐备、功能完善、厂房林立
的投资宝地。

10年拼搏，交出一份亮
丽答卷

初冬的伏牛山脉孕育着勃勃生
机，11月 18日，值集聚区建设 10周年
之际，记者再临舞钢市，感受集聚区建
设一线的火热激情。

在焦桐高速舞钢出站口，一眼就
看见舞钢集聚区精美现代的标志，一
入集聚区，只见宽阔的建设路两旁，布
局着一排排现代化厂房。

舞钢市集聚区，已经成为“国家特
宽特厚钢板生产科研基地”“中国最大
的紧密纺生产基地”“河南省最大的原
棉仓储基地”。

目前的舞钢集聚区，已入驻企业
（项目）74家,“四上”企业从业人员达
2.94 万人，年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200
亿元，年税收收入突破 5亿元，成为一
个主导产业鲜明、创业气氛火热、投资
环境优良的产业新城。

10年前的舞钢，虽然有闻名全国
的舞阳钢铁集团，但是，产业结构单
一、主导产业不突出、企业关联度不
高、配套体系不完善等问题突出，舞
钢，始终没有形成完善的工业体系。

2008年，全省推进集聚区战略，舞
钢市委、市政府紧紧抓住这个重大机
遇，紧紧围绕“一主两辅”产业定位，以
创建品牌产业集聚区为目标，突出龙头
带动作用，强化产业集群培育，举全市
之力精心打造产业集群、经济航母。

10年前，32万勤劳的钢城儿女凝
心聚力、克难攻坚、矢志不移，立下了

“一定要把产业集聚区建设好”的宏伟
使命。

10年来，集聚区建设者按照“四集

一转”“五规合一”的总要求，筚路蓝
缕，奋力拼搏，一步一个脚印，一天一
个变化，在荒野之地崛起产业新城，使

“工业之花”绽放舞钢大地。
“河南省对外开放先进产业集聚

区”“河南省循环经济试点产业集聚区”
“河南省最具竞争力产业集群示范金星
奖”“河南省百亿级产业集群30强”“河
南省开放招商突出贡献集聚区”……一
件件荣誉像是一个个足迹，见证着舞钢
市产业集聚区的成就和辉煌。

10年培育，两大产业比
翼齐飞

在集聚区泰田重工生产车间内，
记者见到职工们正在组织生产，验货
区 10多台成品压力机陈列两旁等待
订单企业前来验货接货。

面对产销两旺的大好形势，公司
生产负责人刘青松感叹道：“我们来舞
钢是来对了！”

2016 年年末，借助当地“特种钢
板原材料的优质资源”，舞钢大力引进
钢铁下游延伸产业项目入驻，正是在
那一年，泰田重工入驻舞钢。

仅仅 2 年时间，依据极具竞争力
的原材料成本优势，优异的投资环境，
使公司取得跨越式发展，目前，泰田重

工在厦门的生产基地已全部整体搬迁
至舞钢市产业集聚区，厦门仅保留售
后及销售服务人员。

刘青松介绍，依靠转型发展，公司
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 5月，机器还
未生产货款就已经提前到位。目前，
公司客户已遍布全球 20多个国家，借
着全球钢铁行业回暖及舞钢市良好的
产业政策，目前公司产销两旺，满负荷
生产。

舞钢市集聚区办公室殷主任介绍，
10年来，以舞钢公司、泰田重工为代表
的特钢及特种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形成
了“采矿→选矿→烧结→炼铁→炼钢→
轧钢→钢板→复合材料→机械加工→
装备制造”的全产业链发展态势。

上游特钢生产产业集群已入驻亿
元以上工业项目 17个，主要有：中国
特宽特厚钢板生产科研基地年产 500
万吨钢、300 万吨宽厚钢板的舞阳钢
铁有限责任公司和舞钢新希望炼铁有
限责任公司、舞钢中加钢铁公司、舞钢
实业发展公司等。下游特种装备制造
产业集群已入驻亿元以上工业项目21
个，主要有：昱鑫重工桥梁钢腹板公
司、神州重工金属复合材料公司、神州
永达汽车制造公司、腾舞钢铁公司、河
南泰田重工公司、河南通盛电力设备

公司、河南金基业重工公司、舞钢硕基
机械公司等。2017年，特钢及特种装
备制造产业集群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192亿元。

集聚区除了特钢及特种装备制造
产业外，纺织服装产业也是可圈可点，
目前已具备了110万锭紧密纺产能，被
中国纺织行业协会授予“中国最大的紧
密纺生产基地”“宇龙牌”“瑞龙牌”“柏
都牌”棉纺享誉江浙。

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以现有的紧
密纺生产优势为基础，围绕“纺纱→
织布→染整→提花→服装加工→鞋帽
生产→配套产品生产”产业链，已入驻
亿元以上企业 14家，主要有：龙山纺
织科技公司、轩昊纺织公司、裕泰纺织
公司、真源制衣公司、辉鸿服装公司、
煌盛床上用品公司、中昌纺织物流园
等。2017年，该产业集群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27.5亿元。

10年创业，打造一个投
资高地

集聚区的成功鼓舞了全市人民的
斗志，使集聚区建设者们思路更清晰，
目标更远大，干劲更十足。

舞钢市产业集聚区管委会的“大
参谋”，在一线奋斗 8年多的管委会主

任李建国，8年来，不但没有被“5+2”
“白加黑”累倒，反而越干越勇，成为
招商引资的“急先锋”，入驻客商的

“服务官”。
他们采取“板凳工作法”：对项目

遇到的问题组织相关部门就在项目现
场，坐上随身携带的小板凳现场办公，
现场拿出解决方案，现场督办落实效
果；板凳工作法接地气，易实施，得到
企业的赞誉。推进五项工作机制：即
主导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每月定期研究
部署、指挥部领导每周到产业集聚区
现场办公、县级干部分包区内工业项
目、入驻项目联审联批、发展环境季评
议等工作机制，从而促使项目单位严
格按照既定工作计划，以周保旬、以旬
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层层传导
压力，天天抓好落实。

为新引进的神州永达汽车制造项
目，从手续办理、厂房建设、协调招工等
方面提供“一对一、点对点”的贴心优质
服务，保证了该项目提前建成投产。

李建国说：“念好四字经，约束了
干部，提高了效率，留住了客商，优化
了环境。”

“具体是哪四字经呢？”记者好奇
地问道。

随行的同志脱口而出：“审批突出

一个‘快’字，服务落实一个‘优’字，建
设用好一个‘管’字，奖惩把握一个

‘严’字。”
这个不但我们知道，入驻的企业

也都会背，大家笑道。
“‘北国小江南’舞钢，如今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好项目入驻辖区，
舞钢市集聚区已经成为投资的宝地、
兴业的乐园。舞钢市就连招商思路也
发生了改变，以前是招商引资，如今变
成了‘招商选资’。”李建国介绍。

10年奋进，踏上更高的
发展起点

下午 5 点半，集聚区正值下班时
间，职工们有的走向整齐的公租房、
有的走向美丽的柳叶河公园……特
别是女工们花花绿绿的衣服宛若斑
斓 的 蝴 蝶 ，扮 靓 了 整 个 产 业 集 聚
区。

一边是建设者们在筹划新的蓝
图，一边是投资商们在盘算新的业绩，
更多的是职工们在享受他们的幸福小
生活。多么和谐的一幅场景啊！

记者不禁想到，有了良好基础的
集聚区如何跨越？

李建国说，创业不止步，奋斗无穷
期。多年来，舞钢市产业集聚区不断强
化创新驱动，着力推进转型升级，神州
重工金属复合材料公司占据同行业全
国第二、泰田重工液压装备项目位居全
国民营同行业前三、中昌纺织物流原棉
仓储全省最大……引进的中泰重工风
电设备制造项目不但与上市公司明阳
风电深度合作，同时还与教育部合作建
立了“教育部摩擦学与材料防护工程研
究中心中试基地”；引进的昱鑫重工桥
梁钢腹板项目有效填补国内钢桥市场
份额，形成年产 20万吨桥梁钢腹板生
产能力，成为中国钢结构桥梁的引领
者；引进的神州永达汽车项目专注于专
用汽车生产制造、销售，年生产特种车
辆5000辆……

大项目引进接连不断，转型发展
如火如荼，可以预测，不远的将来，随
着区内产业集群的契合、互动，必将迎
来爆发式的增长，为舞钢出彩提供强
大动力。

为舞钢市点赞，因为他们擘画的
宏伟蓝图；为舞钢市产业集聚区喝彩，
因为他们的明天值得期待。

“板凳工作法”现场解决问题 泰田重工公司液压装备成品车间 真源制衣公司智能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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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本报记者 李涛/文 邓放/图

12 月 2日下午 4时，随着一记漂亮的
劈杀，2018“汉酱杯”河南省直机关羽毛球
邀请赛完美收官，国家电网河南省电力公
司代表队获得冠军。

河南省委省直工委常务副书记王忠
梅，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董林，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肖建中，河南
省体育局副局长杨中军，郑州师范学院副
校长盛宾，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
河南一区经理李洪，河南喜洋洋（酒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建华等领导与嘉
宾出席开幕式，并为本次比赛开球。

此次比赛为期两天，72 家省直单位、
500 余名选手，进行了 120 场激战。选手
们个个精神饱满、兴致高昂，在赛场上斗
智斗勇、顽强拼搏，扣杀、劈杀、吊球等对
决展现得淋漓尽致，精湛娴熟的技法博得
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事成于合作，力生于团结。”本次比赛
由河南省委省直工委、河南省体育局、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主办，河南日报传媒有
限公司、河南省羽毛球运动协会承办，茅台
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协办。三家主办方强
强联合，通力合作，充分发挥了省直工委强
大的号召力优势，省体育局的专业优势，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的宣传推介优势，保证了
赛事的品质与专业度，使得本次赛事成为
历年来传播最广、参赛队最多、最受关注的
一届赛事。

参赛选手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大赛的
锤炼，展示了风采、提升了水平、增进了友
谊，感谢主办方的精心组织、裁判员和工作
人员的辛勤工作，为广大省直干部职工提
供了一个增强体魄、锻炼意志、交流情感的
平台。

72家省直单位同场竞技 500余人参赛 120场激战

2018“汉酱杯”河南省直机关羽毛球邀请赛完美收官

河南日报传媒有限公司的小伙
伴们，郑州师院的学生志愿者，保
安、保洁等一线服务人员，冒着严
寒，奔波在赛场，用辛劳细致的服务
为大家营造了良好的比赛环境！

全体参赛队员，在这里留下的
每一滴汗水都值得铭记！

全体裁判员一丝不苟、认真负
责，以专业态度为赛事护航！

河南省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为
赛事提供强有力的医疗保障！

难忘瞬间

冠军队 收获胜利喜悦

选手们在赛场上劈吊结合，斗智斗勇 品汉酱 做悍将亚军队 荣誉得来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