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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1 日，记者在孟庄镇看到，共
城科技园项目建设如火如荼，该项目投
入 15亿元，预计今年 10月，8万平方米
的车间将全面完工。

这个项目的投资商正是孟庄镇的
又一家明星企业——河南孟电集团。
该集团原来也是一家乡镇企业，成立于
1987 年，现已发展成热电、水泥、房地
产、污水处理等多领域经营的现代化企
业集团。由于企业涉及领域多属传统
行业，环保和市场压力与日俱增，孟电
集团近年来一直在寻找新项目，谋求加
快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孟电集团董事长范海涛认为，环保
持续高压态势面前，企业不转型不升
级，没有出路！“我们走高端装备这条
路，早几年就开始谋划，为啥现在才出
手，就是要在大局中找方向，在契合中
找定位。”孟电集团副总经理李永辉坦
言。

据介绍，孟电集团打造的共城科技

园，向着流体压力成形高端装备和多种
流体压力成型轻量化汽车零部件生产
线迈进。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高铁民
用行业，以及航空航天等军工领域。

该项目还将与中科院合作，规划建
设先进装备制造业工业园，园区内实现
基础技术研究、核心设备制造、应用生
产加工、周边配套加工、物流商贸等全
产业链的完整落地，使研、产、销无缝对
接，形成大型的产业集群。产业园建成
后，预计可带动5000人就业，年产值60
亿元，实现利税20亿元。

从高耗能传统产业，到建设高端装
备制造孵化园，腾笼换鸟的背后，也基于
该企业对环保的深刻认识，对企业转型
升级的渴盼。“该项目不新占地，仅利用
原有孟电水泥厂的用地，再造一个‘孟
电’不成问题。”李永辉充满自信地说。

通过淘汰落后产业，引进高端技术
再造新产业，孟庄镇10多家规模以上企
业“老树发新枝”，焕发第二春，成为孟
庄 镇 工 业 提 质 再 发 展 的 强 劲 动 力 。
2018年全镇完成工业总产值 111.86亿
元，完成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92亿
元，较2017年增长35%。

新观絮语

“企业都是由小到大，孟庄镇的工
业要想有长足的后劲，在重视大中企业
的同时，必须重视小微企业的孵化培
育。”镇领导的思路非常清晰。该镇关
闭拆除小拔丝厂、预制厂，建设李固小
微创业园，为孟庄的小微企业提供孵化
温床，实现有序化、规模化、集群化发
展。

位于园区内的李固稳固密封胶厂，因
为不用再为厂房用地手续的问题费心，企
业发展迅速。2018年，在企业急需资金
扩大规模时，园区向企业提供了中小微企
业信贷支持，并推荐了建设银行的金融产
品，及时解决了企业的资金难题。

“小微企业入驻园区即可享受多项
服务，不用再为用地及办理各种手续费
心，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生产经营上。”
孟庄镇副镇长刘裕明表示，下一步该镇
将出台新办法引导更多小微企业入驻
园区。

同时，该镇以服务企业发展为引
领，以完善产业园区功能为抓手，申报
了省级服务业专业园区建设规划，谋划
实施了园区供、排水管网工程，积极为
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全力协助企业加
速办理有关证照，为正在建设的项目开
辟了“绿色通道”，力促园区内小微企业
快速发展壮大。

小微企业创业园吸引的众多企业
也为全镇 90%的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
会。目前，全镇就业人员共4.2万人，其
中外来务工人员 1.5万人，实现了“务工
不出镇，离土不离乡”。

“有了创业园，优化了居住区、商业
区和工业区的功能分布，家门口的粉尘
少了，噪声小了，生活工作都很舒适。”
东夏峰村民田现利说。

孟庄镇镇长何公安说，工业结构调
整和产业转型升级，使孟庄镇实现了由

“给优惠”“拼资源”“追数量”向“讲环
境”“优服务”“重质量”转变，确保了在
建项目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产业层
次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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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延津县公安局以“纪律作风提升年”活动为
抓手，开展纪律作风专项整治，实现了公安队伍纪律作风的
持续好转。

一是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对党忠诚、服务人民、
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瞄准广大民警思想问题靶心，大力开展
职业光荣感、责任感教育，不断培育民警忠诚守纪、严格执
法、爱岗敬业的职业操守。

二是突出责任落实。坚持把全面从严治警的主体责任
扛在肩上、落在实处，及时查纠本单位的“四风”问题，消除
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切实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
严，以“关键少数”带动“大多数”党员民警的作风转变。

三是严格队伍管理。围绕执法办案、涉案财物管理等
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治理有案不立、敷衍塞责、刁
难群众等执法不规范问题。加大日常监管力度，严格值班
备勤、严守工作纪律、严整警容风纪。

四是严肃执纪问责。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注重抓早、
抓小，防微杜渐，对发现的问题，特别是突出、典型问题以及
对问题整改重视不够、行动缓慢、措施不力、屡督屡犯的坚持
刚性问责，以强化责任追究倒逼工作落实。6（任娜 张敏）

延津公安

四项措施抓实纪律作风建设

政法一线

□新乡观察记者 李虎成 王永乐 本报通讯员 段永强 郭保江

8月 21日，河南日报要闻版刊发《治理钢渣有“绝技”国际市场占C位——新乡民企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提供“长城方案”》，报道了新乡市长城机械有限公司成功解决钢渣资源化利用这个国际

性难题，吸引韩国浦项等世界钢铁行业巨头与之合作，产品畅销“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的故事。

报道刊发后在省内外引起热烈反响，读者、网友纷纷为这家企业点赞！然而很多人没想到，这样

一个身怀“绝技”、能在国际市场抢占“C位”的明星企业，原来只是辉县市孟庄镇的一家乡镇企业。更

让人惊讶的是，像长城机械这样通过转型升级实现“蝶变”的传统乡镇企业，在孟庄镇还有很多。

近年来，孟庄镇通过壮士断腕淘汰落后产能，引上新兴产业项目，奋力跳好转型“健美操”，已经从

饱受环境污染之痛的传统工业重镇，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试验区”“全国生态文明先进乡镇”“河南省

乡村振兴示范镇”。

□新观

辉县市孟庄镇作为传统乡镇企业

大镇，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前所未有。前

些年，全镇上下曾一度认为只有通过招

商引资引进新企，才能让乡镇工业“脱

胎换骨”。可招商的精力没少花，却收

效甚微。

一番折腾下来，他们终于明白，产

业转型的路径看似清晰，可真正“转”

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产业升级不是

简单的“加减乘除”，以前的产业，有些

可以作为升级的基石，有些就是必须

挪开的绊脚石。升级的过程就像开动

离心机，总是有一些落后的、低端的要

被“甩”出去，这个过程不会轻松。但

只有重视原有的产业基础，才能发出

产业“新枝”，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正如孟庄镇党委书记付九忱在实

践中得出的切身体会：转型当中应该解

决几个问题：一要在发展中转型，发展

了才能有转型的基础，好比骑自行车，

在骑的过程当中要转弯就比较容易，如

果把自行车慢下来甚至停下来，想转弯

就会摔下来。二是转型要未雨绸缪，要

赢得主动。企业在过好日子的时候要

想到转型，不能等到没办法了再被动转

型，转型的主动权就丧失了。三是转型

要有机制、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支撑，缺

了这些，转型会很不顺利。6

8月27日，长垣县公安局开展警营开放日活动，邀请该
县志愿组织成员50余人参观体验该局自主研发的“微警局”
各项功能，增加群众对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的了解，提升
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6 任娜 化玮 摄

辉县法院

开展集邮党课活动
近日，为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由中共辉县市委宣

传部主办的“红色文化邮展”在辉县市人民法院举行。
当天的活动由现场宣讲和邮展两部分组成。从上海的

石库门到北京的天安门，从烟雨小船到巍巍巨轮，中国邮政
集团公司辉县市分公司邮票部经理刘卫宇以党的十九大为
主线，讲述了一个古老民族走向复兴的艰难曲折与激情澎
湃，展示了一艘驶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巨轮，在汇入世界文
明潮流的追赶与超越中昂首前行。

宣讲结束后，辉县法院的干警们来到邮展现场，驻足观
看各类红色邮票。据介绍，本次展览共展出红色主题邮品
12框 192 画，分为八个主题，分别是《唱响红歌》《独领风
骚》《30年 30个瞬间》《毛泽东》《名人风采》《中国的世界遗
产》《中华民俗十二生肖》《洛阳牡丹甲天下》等，展示了新中
国成立以来的重要历史瞬间、领袖人物、博大文化。

“我们希望通过邮票这一国家名片再现党的光辉历程及
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激发干警们继续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辉县市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说。6（任娜）

办案途中遇车祸
执行干警伸援手

近日，两名辉县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在办案回程途
中遇到一起交通事故，紧要关头，他们立即停车报警，对受
伤群众实施救助，使受伤群众及时得到救治。

据介绍，当日辉县市法院执行局干警周在龙、辅警石俊
杰下乡返回单位时，突然看到前方路口一辆疾驰的摩托车
将一辆电动车撞翻，电动车上一男子及坐在后座一六七岁
的小孩儿摔倒在地。

周在龙和石俊杰两人赶紧下车上前查看情况，发现躺在
地上的被撞男子头部及身上多处受伤，电动车毁坏严重，还
好小男孩儿并无大碍，只是被惊吓的号啕大哭。周在龙赶忙
拨打了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并和石俊杰将男子和小孩
儿扶到路边询问伤情。小男孩儿受惊吓不停啼哭，辅警石俊
杰不断安慰他，并看住摩托车驾驶者，以防其逃离。

因处在车流量较多的丁字路口，为了避免二次事故的
发生，周在龙还将警车停在了事故车辆前方，打开警灯，提
示过往车辆注意减速避让。直到交警到达现场后，向交警
交代完情况才离开现场。

据介绍，辉县法院的执行干警在执行途中遇见交通事故
并非个例，他们都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积极协助交
警、医疗部门进行营救，用实际行动诠释法院干警形象。6

（任娜 侯杰）

近日，长垣县公安局在纪律作风提升年中，狠抓队伍纪
律建设。开展不定时督导检查。图为督察人员对值班人是
否饮酒进行督察。6 任娜 化玮 摄

“老树”何以
发“新枝”

孟庄老“乡企”
焕发第二春

以长城机械为代表的铸造产业是
孟庄镇乃至辉县市的重要产业支撑：长
城机械是国内生产干法水泥设备及钢
渣处理设备的知名厂家，前进铸钢拥有
亚洲最大的中频铸钢炉，宏宇特铸生产
的钢结构节点应用到了北京奥运会主
会场鸟巢。但面临环保压力，铸造产业
发展中遇到了瓶颈。

“只有落后的技术、落后的工艺，没
有落后的产业。铸造业是机械制造的
基础，位于制造产业链的最前端，地位
是不可动摇的。”孟庄镇借助传统优势，
规划了铸造产业园，对全镇57家分布散
乱的铸造企业进行集聚整合。

孟庄镇党委书记付九忱说，孟庄是
传统工业重镇，但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就
好比一个人，块头大更要筋骨强，个子高
还须形体美。经济新常态下，全镇工业
只有主动跳起“健美操”，加快“退二优
二”“退二进三”步伐，才有可能将原先的
病态“大块头”练成强壮的“健美先生”。

57家铸造企业改造提升后，不仅卸
下了笨重的环保“包袱”，还形成了集聚
发展效应，今年 6月该园区被省工信厅
列为河南省第一批铸造行业提标升级

试点。园内企业不断从产品研发、工艺
流程、自动化方面入手，提高产品科技
含量，持续走高端、绿色铸造之路。

目前，依托孟庄镇高端装备制造园
和铸造园的基础，辉县市正着手打造成
形先进高端装备制造园，并与郑州航空
港一起，被确定为河南省 6个重点培育
的高端智能装备产业园之一，也是全省
落实“中国制造 2025”装备制造业转型
升级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
到 2030 年，园区主营业务收入预计将
达到200亿元，税收超过10亿元。

孟庄镇还利用孟电热力规划了占
地 1000亩的食品专业园，帮助全镇 38
家食品企业集聚发展，同时吸引其他
食品企业入驻园区。该镇还在范屯村
规划了占地 500亩的滤清专业园，目前
已投产和在建企业 9家，正在洽谈签约
入园的企业 20余家，计划用 3至 5年时
间，把该园区打造成 10亿元级产业集
团。

集聚提质，传统产业“浴火重生”

孵化培育，小微企业快速发展

“腾笼换鸟”，规上企业“老树发新枝”

有了创业园，使居住区、
商业区和工业区实现分
离，家门口的粉尘少了，
噪声小了，生活工作都很
舒适。

只有落后的技术、落后的
工艺，没有落后的产业。
铸造业是机械制造的基
础，位于制造产业链的最
前端，地位是不可动摇
的。

环保持续高压态势面前，
企业不转型不升级，没有
出路！我们走高端装备
这条路，早几年就开始谋
划，为啥现在才出手，就
是要在大局中找方向，在
契合中找定位。

印尼苏钢年产30万吨镍渣微粉
总包项目生产线

孟电集团主动转型，投入巨资抓
环保打造绿色厂区

孟庄食品博览会，吸引 38家企
业前来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