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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花红柳绿，春意盎然。在平顶

山市新华区这片热土上，项目建设的热潮在激

荡着、涌动着，可谓万树花开，生机无限。

2月 22日，规划用地面积7100亩、总投

资305亿元的新华区焦店采煤沉陷区综合治

理开发项目正式开工；

2月 28日，占地2600亩，总投资 100亿

元的新华区华耀城项目开工；

3月 12日，占地47亩，总投资 10亿元的

新华区云泽巷旧城改造项目开工；

............

一个个拔地而起的大项目，诠释着新华区

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蓬勃朝气；一个个大项目

的建设，正成为助推新华区经济跨越增长的强

大引擎。

平顶山，因煤而立、依煤而兴。作为中心

城区，新华区从倚重煤炭企业、房地产业到主

攻第三产业，再到建设现代服务业强区，转型

发展任重而道远。

项目兴，则经济兴；产业强，则新华强。近

年来，新华区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转

型升级，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加大重点项目建

设力度，积极培育壮大新动能，实现高质高量

发展。2018年平顶山市重点项目建设和招商

引资工作考核情况通报显示，新华区在全市六

区中综合排名第一，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2月 16日，新华区召开区委八届七次全

体（扩大）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和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进一步明确加快转

型发展的思路和目标，将今年确定为“项目建

设年”“城市建设提质年”“企业服务年”，并以

此为抓手，深入开展“两学两比两争”，统筹推

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

稳定各项工作，努力为平顶山市综合实力高质

量重返全省第一方阵作贡献当先锋，以优异成

绩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

1 城市提质——着力筑巢引凤

新华区：转型发展扬帆起航 项目开花春色满园

善谋者胜，远谋者兴。
引进大项目需要城市发展有足够的空

间，更要破除阻碍城市发展的瓶颈，不断完
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打造城市形象。

新华区既是中心城区，也是一座老城
区，棚户区、老旧小区、断头路、污水沟的存
在等不仅影响城市形象，而且给居民生活
带来许多不便。但老城改造不是建社区，
而是重建一座城，更准确地说是运营一座
城。

2016年以来，平顶山市新华区以大力
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为契机，聚焦百姓
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精准发力，弥补短
板，加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投
资百亿元强力推进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
生态环境治理等综合改造工程，不断提升
城市颜值。2018年以来，完成辖区12条湛
河支沟的污水治理工作；黑臭水体治理完
成取缔污染源、清淤疏浚、接入污水管网工
作，成效初显；安置房开工 7620套，完成投
资7亿元；湛北路西延、稻香路续建、稻香路
南延、光明街西延等 6条道路建成通车，稻
香路北延、园林路西延、新建路西延等 3条
道路已开工建设；完成16个老旧小区改造，
完成正义巷、启明街、武庄东路、民意路4条
背街小巷提档升级。

新华区致力于打造天蓝、地绿、水清、
景美的生态宜居城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构建政府
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
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持续推进蓝天工程，
突出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标本兼治，建立
健全高效运转的指挥体系、指导体系、工作
体系、督导体系、保障体系，推动环境污染
防治攻坚战取得明显成效。

今年是新华区的“城市建设提质年”，
该区将按照规划承上启下、项目突出重点、
形象整体提升的原则，坚持城市改造、棚户
区改造、市政道路建设与拓宽空间并举，重
点做好城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
设施建设、背街小巷和老旧小区提升改造、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大力开展公厕革命等
工作。

——市政工程项目。计划新建道路 4
条（新建路西延工程，华耀城纬一路、经八
路和经九路），续建道路 2条（稻香路北延，
园林路西延），完成建设路沿线提档升级征
迁950处，完成8条背街小巷提档升级和培
英街改造工程。新建游园绿地 11处、提档
升级4处。新建标准公厕6处，高质量完成
平安大道、新新路、西平郏路、香山大道等4
条道路廊道绿化。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重点改造
“六纵六横”12条主次干道范围内的老旧小
区。今年计划启动全面改造 19个，完善提
升30个，计划总投资1.2亿元。

——棚改安置区项目。安平村、新庄
村、西吴庄村、余沟村等7个安置点，计划投
资65.2亿元，建成面积119.7万平方米。上
半年启动建设，年底前完成主体施工，并交
付新庄村一期、西吴庄村一期、西高皇村一
期、李庄新村一期安置房1628套。

——北部生态林项目。规划范围内国

储林约 73000 亩，其中封禁面积约 1800
亩，抚育改培面积约 44000 亩，新造林约
27000亩。

——名门商务区项目。总投资 32 亿
元，建筑面积 64万平方米。该项目一期已
交付使用，二期已取得施工许可证，预计年
底前三期开工，建成后将成为城市中心的
标志性建筑。

——杨官营村开发改造项目一期。计划
投资14亿元，总占地面积222亩，规划建筑
面积30.8万平方米，预计年底前主体完工。

2 真抓实干——加速项目落地

为进一步牢牢抓住重点项目建设这个
“牛鼻子”，推动经济转型实现跨越发展，新
华区今年以开展“项目建设年”活动为契
机，加强组织领导，实行“一个项目、一名县
级领导、一套班子、一抓到底”的责任体系，

“周调度、月考评”工作机制和“两单一图”
工作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推进计划节
点图），压实目标任务，挂图作战，奖优罚
劣，多措并举，加速项目落地。

围绕“四抓”谋划项目。
——抓产业谋转型。围绕建设现代服

务业强区目标，积极培育商贸物流、文化旅
游、装备制造、珠宝玉石、金融保险五大特
色支柱产业，培植转型升级主动能。以五
大支柱产业为引领，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信
息网络、普惠养老、智慧用电、新能源材料
等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培育新兴业
态，完善产业布局。

——抓载体建平台。积极破解发展空
间有限的瓶颈制约，着力打造“五区三园一
楼宇”发展载体，即特色商业区、焦店综合
智慧社区、平西物流园区、中心休闲商贸
区、大香山风景旅游区、高新技术产业园、

民营经济创业园、电子电器工业园，对34个
商务楼宇统一规划产业、发展楼宇经济，搭
建发展平台，拓展发展空间，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和空间集约利用。

——抓招商引项目。招商引资是发展
项目的“关键一招”。大力推行专业招商、
驻地招商，持续开展以镇办为单元、每月一
个招商主题的系列专题招商，不断拓宽招
商渠道，提高精准度和成功率。

——抓化解促盘活。紧紧抓住市委市
政府强力化解问题楼盘的机遇，逐一落实
化解推进方案，一手抓手续办理，一手抓拆
迁攻坚。2018年，共拆迁房屋面积 107.22
万平方米，化解问题楼盘 92 个，化解率
97.9%，一大批问题楼盘“痛点”今年将转化
为发展“亮点”。

落实“三促”推进项目。
按照“前期项目促落地、开工项目促进

度、建成项目促投产”工作要求，全年安排
重点项目 53个，计划总投资 426.9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68.5亿元。其中列入省市重点
项目21个，年度计划投资47亿元。

——焦店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规划

用地面积 7100亩，总投资 305亿。通过完
善城市基础设施、提升人居环境质量，建设
产城融合、功能配套的智慧型社区，将该项
目打造成新老城区连接的重要支点、采煤
沉陷区治理示范项目和助力产业转型发展
的新典范，探索出一条区域自平衡整体开
发新模式。

——华耀城项目。项目投资 100 亿
元、占地 2600亩、建筑面积 300万平方米，
集电子商务、精品市场、会议展览、仓储物
流等功能于一体。计划三年基本建成，日
前一期精品市场开工建设，下半年二期工
程全面启动。

——中原玉石城项目。该项目致力打
造集原石交易、设计加工、批发零售为一
体的翡翠玉石产业集散地。规划建筑面
积 30.9 万平方米，计划投资 20亿元，已完
成投资 8亿元。A 馆已营业，玉石风情街
基本完工；B馆上半年开工建设，年底前主
体封顶。

——香山文旅小镇项目。规划用地面
积 5800亩，建设融文化创意、特色美食、非
遗展演、修学养生、生态观光为一体的文旅

产业小镇，目前正在开展前期规划工作，计
划今年启动实施。

——天明双创小镇项目。计划科学利
用原星峰水泥厂废弃场院及周边荒山，由
天明集团投资，围绕发展大数据产业，打造
创新创业基地，建设中部国家安全大数据
中心。目前已编制发展规划方案，正在开
展规划和项目对接工作。

——平顶山市丰莱农副产品二期项
目。总投资 6 亿元，占地 280 亩，建成后
可入驻商户 500 多家，仓储量 30 万吨。
一季度完成土地出让，计划年底前主体完
工。

——平顶山海洋馆项目。总投资 3.2
亿元，占地面积 7000平方米。将填补豫中
西南区域海洋馆市场空白。一季度完成海
豚表演池、海底隧道的商砼浇筑，年底前海
洋生物、鱼类入池，明年年初开业。

如今，行走在新华区的大地上，一处处
如火如荼的建设施工现场，让我们感受到
新华区人急切奋进的足音；一个个重点建
设项目，气势磅礴地掀起了新华区新一轮
经济社会赶超发展的浪潮。

3 精准服务——优化营商环境

一切为了项目，一切服务项目。
新华区开展“企业服务年”活动，以服

务企业、减轻负担、提高效益、促进发展为
核心，围绕要素保障、科技创新、市场开拓
等关键环节,全面提升对企业的服务水平，
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发展中的主要困难和突
出问题，建立服务企业的长效机制，打造企
业优质发展环境。

强化政策落实服务。通过百名干部分
包企业、经济政策进万企等方式，提高企业
对政策的知晓率，确保优惠政策落到实
处。以我省“千名专家进百县帮万企”活动
为契机，引领辖区企业争创国家绿色工厂、
绿色园区、绿色产品、绿色供应链。主动帮
助企业争取上级重大项目、财税金融、劳动
用工、创业创新、技术更新、对外贸易等政

策支持，促进各项惠企政策落到实处。
强化投资融资服务。积极为企业和金

融机构搭建合作对接平台，促成银企合
作。建立中小企业网络融资服务平台，解
决企业融资难问题。鼓励帮助辖区有实
力、有挂牌上市意愿、有潜力的企业进入

“新三板”上市，提高企业规范化管理水平，
促进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强化创业创新服务。利用区就业微信
群网络平台、人力资源就业信息平台等宣
传媒介，举办形式多样的企业用工和人才
引进招聘会。建立与重点企业“点对点”的
招工服务模式，帮助解决用工难题。引导
职业院校与企业对接，有针对性帮助企业
培训和引进人才，联合培养技能人才。为
企业提供科技咨询，重点抓好产业结构调

整、产品创新等重大项目建设。
强化营商环境服务。清理规范涉企收

费,严厉查处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乱检
查和“吃、拿、卡、要”等违法违纪行为。优
化企业周边环境,开展集中整治企业和重
点项目周边治安环境专项行动，维护企业
正常生产秩序。严禁影响企业正常经营,
无特殊需要不到企业检查、参观。

强化管理提升服务。落实联系服务非
公有制企业制度，对企业在融资、土地、用
工等方面遇到的问题，提供全方位和全过
程跟踪服务。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立重
点项目联审联批和督导服务机制，开展全
过程、点对点服务。通过资产重组、扩能升
级、上市融资等方式，加快培育壮大企业；
优化“直通车”服务，围绕支柱产业，在政

策、土地、资金、项目等方面给予重点培育
倾斜。健全生产要素保障机制，做好用电
用水等生产要素保障协调工作,完善企业
用地保障机制。

时间勾画发展年轮，在不经意间留下
经典记录。如今，一波接一波的项目建设
热潮，宛如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建设画卷，正
在新华区这片热情的土地上快速展开。这
些大项目犹如一粒粒春天的种子，陆续在
新华区生根发芽、长大成林，展望未来，新
华区一定会春色满园、桃李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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