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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6日，国家发改委、科

技部等 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

一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

设的通知》，公布了国家产业转型

升级示范区名单，平顶山市成功

获批为国家第二批产业转型升级

示范区，其中，平顶山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为示

范园区。

这得益于高新区日趋完善的

创新创业新生态和政策环境。“近

年来，我们着力打造创新动力强

劲、创业环境优越、产业特色鲜明、

企业规模聚集、品牌效应显著的

一流创新型特色产业园区，为实

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李明说。

近年来，该区先后获得了全

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河

南省二星级产业集聚区、河南省

文明单位、河南省卫生先进单位

等荣誉称号。

数据显示，上半年，该区完成

地区生产总值 36.32亿元，同比

增长8.4%，全市排名第一；规模

以上工业累计增速 9.4%，高于

全市0.3个百分点，全市第六、六

区第一；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

10.8%，高于全市0.9个百分点，

全市第四、六区第一；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累计增速 11.2%，增速

与全市持平，全市第四、六区第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542万

元，同比增速 18.9%，全市第三、

六区第一。

“今年以来，市场主体开业登记办理全
部实现证照分离，办照时间由去年实施的 5
个工作日办理回复压缩到 2个工作日，比法
定审批时间减少了 13个工作日。”高新区行
政服务中心主任徐战胜说。

营商环境决定经济未来发展。高新区
作为产业集聚区，严格落实平顶山市关于优
化营商环境的相关意见和方案，持续优化亲
商、安商、扶商、富商的发展环境，让企业家
和投资商安心、放心、舒心，确保项目引得
来、留得住、干得好，并于今年 8月，被授予

“2019年度中国百佳营商环境试点县（区）”
荣誉称号。

今年年初，新个税法全面实施。高新区
通过纳税人学堂、微信群、短信等多种渠道，
开展税收知识宣传，并启动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建立绿色通道，扎实开展减税降费工

作。今年以来，共完成 1583次涉税事项退
税，完成率 100%，累计减税降费 12169 万
元，涉及纳税人17824户次。

环境优了，发展就顺了。高新区将区域
划分为电气装备产业园、皇台产业园、尼龙
新材料产业园、临港物流园、沙河产业园、创
新创业产业园等 6个园区，其经济管理职能
与镇（街道）社会事务职能分离，按照“小政
府、大服务、高效率”模式运行管理，并形成
装备制造和尼龙新材料两大产业集群，为高
质量发展聚合了强大动力。

同时，该区在资金配套、重点领域、科技
创新、金融扶持、公共服务等方面，对入驻企
业予以支持，定期摸排企业发展难题，提供

“保姆式”服务，将项目代办服务与重大项目
联审联批和“一次办妥”改革相结合，提升审
批效率。

在产业发展上，高新区立足“高”“新”二
字，以项目建设和科技创新为抓手，大力发
展新兴产业，打造创新高地。

——“高”就是要高质量发展，突出高端
化、绿色化、集约化。该区编制、完善、利用
电气装备制造产业链图谱和尼龙新材料产
业链图谱，立足“六个园区”建设，引进高端
装备制造、大型城市综合体和商贸、高端尼
龙新材料、高水平现代物流等前景广阔、技
术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项目，加快形成“龙
头企业+孵化”的共生共赢生态。

——“新”就是要创新驱动发展。该区
紧盯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
工作，对后备企业做好跟踪服务；组织企业
研发预算备案和研发财政补助资金发放，连
续两年预算备案全市第一；培育引进一批创
新引领型企业、平台、人才、机构，不断为发

展之“渠”注入创新“活水”。
栽下梧桐树，引来凤凰栖。今年上半年，

该区办理各类市场经营主体设立登记 328
户，同期增长11.2%；新增火炬入统高新技术
企业30家，申报高新技术企业5家，公示科技
型中小企业24家；累计发放962万元的研发
费用补贴，企业研发投入预算备案5.41亿元，
较去年增长 63.6%，研发投入连续两年全市
第一；累计征集人才专家库专家200余名；申
报专利100项，完成全年目标80%。

目前，高新区拥有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
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等企
业创新平台 30个，其中省级以上研发平台
17个，有效授权发明专利 421件，万人发明
专利拥有量达到 60件；高新技术企业产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0%以上，其中产值
超10亿元以上企业5家。

9月 3日，皇台街道皇台徐村文化广场
上，十几名村民们伴着动感音乐，迈着轻快
的舞步，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体育器材
上，老人们做着拉伸，小孩子玩闹嬉戏；广场
周围，干净整洁、绿树葱茏……

“怎么也想不到有这么大的变化。”村民
徐军强介绍，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家小型
养猪场，终年污水横流、臭味熏天，周边群众
怨声载道。

今年年初，皇台街道联合皇台徐村，集
中拆掉了村内“散乱污”企业和违章建筑，并
通过政府支持、村委自筹、争取奖补等多种
方式筹措资金，疏通污水管网，兴建文化广
场，打造绿地游园，硬化绿化道路，村内环境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皇台徐村只是高新区“美丽高新、文明
家园”行动的缩影。该区从民生问题入手，
重点实施开展了老旧村庄改造、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配套、周边生活环境提升、精神文

明创建等工作，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取得了实
实在在成效。

高新区制订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
机制方案》，明确考核标准、计分办法、奖惩
措施，做到定人、定岗、定责，全区 27个行政
村全部实行市场化保洁，生活垃圾日产日
清，道路两侧环境实现“三无一规范一眼
净”。目前，除 8个拆迁村外，其他全部达到
省人居环境示范村标准。

小厕所，大民生。该区按照农村改厕工
作的总体要求，实施整区推进，在每个村庄
安装一个大型三格式化粪池，对粪污实施集
中无害化处理，将少数旱厕全部按照三格式
无害化标准进行改造。目前已完成全年改
厕任务，改厕 19个村庄、6305户，成为全市
学习典型。

该区还实施了村庄道路硬化、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污水处理、沟渠疏浚清淤、村庄绿
化、路 灯 亮 化 等 民 生 工 程 ，共 硬 化 道 路

51550 米，铺设彩砖 26970 平方米、道牙
17560余米；美化墙体 28.12万平方米，建设
文化长廊 6580余米，修建排水管涵、排水沟
26500米，主次干道设置路灯970盏；栽植绿
化树种4.2万棵，面积达3.47万平方米。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该区以城市“植绿、复绿、添绿、亮绿”为重
点，将城市大环境提升与单位小环境改善相
结合，打造城市绿化景观。城区补栽苗木 1
万余株，18家企事业单位共拆掉围墙 6000
余米，增绿透绿 2.6万余平方米。如今的高
新区，路边有树木、街头有游园、小区有园
林、门口有绿植，置身于此，心旷神怡。

此外，高新区对城区范围内路灯、窨井等
市政基础设施的运行情况进行全面排查，消
除隐患；建立秩序管理巡查制度，坚决遏制影
响市容市貌的现象；严查过往大货车抛撒、车
身脏、车轮带泥等环保问题；组织各单位开展

“卫生单位”“卫生村镇”创建工作……

今年以来，全区共开展各路段巡察 185
次，发现并处理问题 55处，更换雨水篦子及
窨井 125 套，安装防坠网 781 套，修补路面
1150余平方米；清理店外经营 915处、流动
摊贩 1717 处、占道经营 1637 处；在重点地
段设置 3处卡点，共管控车辆 110638辆，劝
返车辆 599辆，处罚 22辆；3家单位通过市
级卫生单位验收，严村、屈庄等 14个行政村
被授予“市级卫生村”称号。

“我们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突出高新区特色，遵循改革创新、规划引领、
集聚集约、特色发展的原则，立足科学发展，
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将高新区建
设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体制机制改革试验区和宜业宜居生态
区，奋力实现争先进位，顺利挺进全国高新
区前 100名，为全市综合实力高质量重返全
省第一方阵贡献高新力量。”凌兵奎说。

优化环境 聚焦“高”“新”谋发展1

“我们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全面统筹改
革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大局，全区干部
职工勠力同心，砥砺前行，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干
事创业的热情不断提升。”高新区党工委书
记凌兵奎说。

为了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去年 10月，高新区按照“档案封存、全员聘
任、以岗定责、绩效考核”原则，全面启动体
制机制改革工作，实行全员聘任制，变身份
管理为岗位管理，所有人员的职务、职级、工

资、身份等全部封存，一律实施无差别的人
力资源管理。

同时，该区设计出“量化考评”体系，每
季度的考核结果与绩效工资、评先评优、奖
惩激励等挂钩，并作为职务调整、岗位变动
以及续聘、解聘的重要依据，打造出“人人头
上有指标，人人肩上有担子”的干事气氛。

薪酬制度也是改革的一部分。该区按照
“岗位+业绩”双重定薪的原则，重新制定了薪
酬体系，根据工作难易、重要程度和贡献大小
进行薪酬分配，实现薪酬管理由“铁工资”向

“活薪酬”转变，真正让实干者得实惠。
得益于改革的推进，一批年富力强有干

劲的人走上了重要岗位，并积极参与“每月
一本书，每周一总结，每天一万步”活动，不
断提高理论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以良好的
精神面貌投入工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有力保障。

人员有活力，体系有效率。该区原有22
个工作机构合为 10个内设机构，形成“部门
—科室—岗位”扁平化管理架构；遵循“以放
为原则，不放为特例”，梳理出 3340项管理

权限，推动赋权工作，进一步释放“放管服”
红利。

改革打破了体制“藩篱”，初步构建起
“机制灵活、管理科学、服务规范、运转高效”
的管理运行新机制。全区形成了争先创优、
比学赶帮的浓厚氛围，变“等活来”为“主动
干”，不断释放发展活力。

打通“任督二脉”后，该区经济快速发
展，今年上半年全区火炬入统 108家企业，
营业收入达到 522亿元，顺利进入 500亿元
以上国家高新区俱乐部行列。

党建引领 打破“藩篱”释活力2

城乡统筹 提升环境促民生3

创新驱动高质发展 改革激发干事活力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晾晒 陈跃民 摄

湛河高新区段湛河高新区段 田改娣田改娣 摄摄

大美高新创业乐园 张垒 摄

我的好帮手 田正 摄

国家电网平高集团生产车间内部

棚户区改造 田改娣 摄

休闲新去处 薛大平 摄

——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