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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中站区的人都知道，中

国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天文

学家许衡的故里在这里，中央美

术学院原院长、当代中国油画的

代表性人物靳尚谊在这里度过

青年时代，全国“孝老爱亲道德

模范”“感动中国”人物谢延信在

这里延展爱心、信守承诺33年。

这里有全球最大的六氟磷

酸锂生产商多氟多，亚洲第一、

全球第三的钛白粉生产商龙蟒

佰利联，全球第四、中国最大的

工业胎企业风神轮胎（倍耐

力）……

新时代新使命呼唤新担当

新作为。去年以来，中站区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积极推动“三区

四基地”建设全面突破、全面进

步，使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产

业转型实现新突破，发展动能得

到新增强，城乡面貌呈现新变

化，生态建设开创新局面，民生

福祉增添新保障，管党治党取得

新成效。

金秋时节的中站区，飘荡着

昂扬的旋律，洋溢着奋进的乐

章，处处可以触摸到转型高质量

发展的强劲脉搏。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创新
思路是焦作近年来走好转
型路的“金钥匙”。

中站区学得深、悟
得透、做得实，尤其是
今年以“学徐州扬州，
促转型发展”活动为
动力，学习借鉴徐州、
扬州等地先进经验，
立足中站实际，深入思
考谋划，丰富完善了“三
区四基地”的总体定位和
战略布局，即把中站建设成
为中原经济区绿色智造先行区、
创新融合先导区、生态宜居示范区，打造
在全国全省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以钛锆材
料为核心的精细化工新材料研发制造基
地，以高端轮胎为核心的汽车零部件研
发制造基地，以动力总成为核心的新能
源汽车研发制造基地，以商贸物流休闲
康养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基地。

中站区委书记董红倜说：“‘三区四基
地’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其中，‘三区’是目
标、是方向、是要求，‘四基地’是重点、是抓
手、是支撑。‘三区四基地’涵盖了经济社会
转型高质量发展的方方面面，是立足焦作、
环视中原、放眼全国的战略定位，是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打好‘四张牌’的科学路径，

也是焦作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
理念示范城市的中站实践、
中站担当，明确了中站区
转型高质量发展的思
路、目标、路径和举措。”

工业转型升级方
面。围绕建设千亿级
产业集聚区目标，重
点发展精细化工新材
料、新能源汽车装备制

造两大产业集群，规划
建设了钛锆材料、风神汽

车零部件、新能源汽车动力
总成等六大特色园区。产业集聚

区成功申报国家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和
全国循环经济发展试点园区，入选河南省
首批10家智能化示范园区。

城市转型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方面。谋
划实施了总投资500亿元的中铁太行国际
生态城项目，探索了“政府主导，企业运作，
全域规划，整体开发”的城市建设投资开发
模式，确定了“生态优先，基础先行，产业为
基，民生为本”的建设原则，致力打造焦作
北部综合性国际生态产业新城，开启了城
市开发建设投资新模式。

抓谋划厘思路
构建转型高质量发展载体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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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中站区许衡文化公园

2 抓龙头育集群
推动工业转型高质量发展

今年 5 月，龙蟒佰
利联集团投资30亿
元 的 30 万 吨/年
氯化法钛白粉
生产线正式投
运。项目全部
建成达产后，
氯 化 法 产 能
将达到年产30
万吨，预计年新
增 销 售 收 入 约
50 亿元、利税 10
亿元。

中 站 区 持 续 实 施
“126”工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和
“363”培优育强工程，形成了以龙
蟒佰利联、风神、多氟多等为龙头，
以鑫诚、倍耐力、龙星化工、三木公
司、奋安铝业为骨干，以开元化工、
集越纳米、爱尔福克、维纳陶瓷、远
润公司、鸽德新材料等为基础的工
业经济“雁阵式”格局。今年，精细
化工新材料、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
两大产业集群主营业务收入将突
破200亿元。

坚持创新驱动战略，落实科技
创新扶持政策，培育创新型企业，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占全区工业增加值
比 重 达 到
91.7％，18家企
业进入国家科
技型中小企业
库 ，爱 尔 福
克 、中 州 碳
素、裕盛钛业
正在申报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中站区将在

市委、市政府和区委
的正确领导下，持续实施

工业强区、创新驱动、开放带动、
生态立区战略，谋项目增动力，筑
载体优环境，强基础补短板，把产
业做强、城市做靓、民生做实，推
动‘三区四基地’全面进步、全面
突破，勇当焦作出重彩更精彩的
主力军、排头兵，努力为中原更加
出彩增光添彩。”中站区区长赵红
兵说。

上图 焦作西部工业产业集
聚区上市企业——风神轮胎生
产车间

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事
关经济发展全局。

年初以来，中站区坚持把开
放招商作为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围绕“三区四基地”建设，以“一赛
一节”为主线，完善招商引资政策
机制，开展集群招商、链式招商，
截至目前，共外出招商 38 次，对
接 21 个企业，跟踪洽谈 26 个项
目，节会签约项目 13 个，总投资
161 亿元，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
8 个，完成“一赛一节”110 亿元
任务的 146.5%，居全市前列。

一大批投资金额大、科技含
量高、产业层次高、带动能力强的
好项目纷纷落户中站。比如，投

资 15 亿元的宏大化工双氧水项
目、投资 10 亿元的湖北新景新材
料项目、投资 3.7 亿元的黎明化工
3000 吨蒽醌项目、投资 19.8 亿元
的 3 万吨高端钛合金新材料项目
等。

实施了总投资 318.8 亿元的
101 个重点项目。龙蟒佰利联 20
万吨氯化法钛白粉、风神公司 3
万套巨型轮胎等项目已经试生
产，多氟多公司 8Gwh 新能源锂
离子动力电池、集越纳米碳纳米
管粉及管浆、中安征信装配式建
筑等项目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和
兴化工、3 万吨高端钛合金新材
料等项目全面开工。

抓招商优项目
夯实转型高质量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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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中站区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持续抓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四城联
创、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群众的获得感和满
意度显著提升。

深化健康扶贫、金融扶贫、教育扶贫等
行业扶贫，创新完善公司+农户、旅游+扶贫
等产业扶贫新模式，增强了贫困群众增收致
富能力；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推进农村“厕所
革命”，实行城乡环卫保洁一体化管理，努力
建设一批美丽乡村；深化“四城联创”活动，
解决了一批群众最紧迫的现实利益问题。

严格落实“六控”措施，PM10、PM2.5、优
良天数实现了“两降一升”，三项指标均居焦作

主城区第一位；和美小区三期、和祥小区1组
团已建成交房，和悦小区、和祥小区5组团、东
王封家园3个棚改项目已开工建设，60万平方
米棚户区改造项目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可为
征迁安置群众交付入住安置房2646套。

全面提升基础设施，新建改建瑞丰北
路、桃源北路等4条城市次干道，高标准建成

“四好农村路”42.8公里，实现了“三年任务一
年完成”的目标；推进医养结合，建成医养中
心2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6个，正在建设农
村幸福院8个；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社会
大局保持和谐稳定，荣获全省综治和平安建
设优秀县市区。

抓攻坚补短板
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转型高质量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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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站区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
动高质量发展，实施“基层组织强
基工程”“能力素质提升工程”“作
风建设培优工程”，持续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提升干部能力、转变干
部作风，激励党员干部新时代新担
当新作为，营造了团结和谐、风清
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注重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
伍建设，坚持“好干部”标准和“四
型”干部导向，结合机构改革，提
拔了一批年轻有为、踏实干事的

干部，重用了一批经验丰富、敢于
担当的干部，调整了一批岗位匹
配度低的干部，整体过程平稳有
序、满意度较高，树立了实干担当
的鲜明导向，激发了全区上下干
事创业活力。

九月中站，丹桂飘香。一条质
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
充分释放的转型发展新路子，正焕
发出勃勃生机、展现着靓丽新姿，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

抓党建强队伍
为转型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6

焦作西部工业产业集聚区上市企
业——龙蟒佰利联集团园区

和美安置小区

4 月 23 日，中站区中铁太
行国际生态城先期基础设
施工程的龙头项目怡光
路、跃进路改扩建工程
开工建设，让该区城市
转型迈入新阶段。

以中铁太行国际
生态城为契机，中站区
大力推动城市转型和
现代服务业发展，进一
步 调 整 和 优 化 产 业 结
构。目前，中铁太行国际生
态城已经上升为焦作市“两新
城”发展战略，53平方公里的生态
城概念性总体规划已编制完成，1866亩老
城区整体改造开发合作协议成功签约，计划
总投资约100亿元、重点建设“四路、两河、

两片区”的一期工程已经启动，
怡光路、跃进路改扩建、白马
门河综合整治等部分基础
设施项目建设正酣。

积极发展现代物
流业、文旅、电商、金
融、保险等新业态，宝
武现代综合物流园项
目被列入郑焦晋物流
走廊建设核心项目，一

期已建成运营，正与上
港集团对接运作“无水港”

项目；西部工业原料城项目
一期已建成运营，二期主体已竣

工。

抓协调求突破
推动城市服务业转型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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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宝武集团焦作现代综合物流园效果图

焦作西部工业产业集聚区上市企
业——多氟多国家认可实验室

（（本版图片均为本版图片均为 许来伟许来伟 摄摄））

经济脉搏强劲 民生福祉攀升
——焦作市中站区转型高质量发展综述

中铁太行国际生中铁太行国际生
态城总图规划范围图态城总图规划范围图

中铁太行国际生态城概念性城市总体规划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