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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煤都变身中国新材料基地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宏怡

12月 2日，在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
河南跃薪智能机械有限公司，随着工作人员打开
远程操作系统，按下启动按钮，通过实景屏幕便可
以看到，百公里之外的洛阳栾川三道庄钼矿的挖
掘机和矿车等按照设定的速度、路线，开始自动无
人作业。

去年 3月，河南跃薪与华为成功签约，将 5G
技术应用在无人开采矿山领域；今年7月，河南跃
薪携手宁德时代，打造电动智慧无人矿山新生态。

数字经济既是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变量，也是
经济转型增长的新蓝海。平顶山强化数字赋能、
创新驱动，加快推进新基建，着力深耕新制造，大
力发展新电商，创新发展新健康产业，以新经济构
筑未来竞争新优势。

布局数字经济，新基建是关键。今年，平顶山
推出一揽子 5G建设计划，并大力推进大数据运
营管理中心建设，以实现对城市、企业、政务数据
的高效整合、集中管理、科学运营，为数字经济发
展提供平台支撑。

通过手机APP，企业可以在线上发布货源计
划，订单发出后，承运车队扫码便可接单。目前，由
汝州市中原大易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货运版“滴滴
打车”，改变了传统物流运作下的供应链模式。
2018年至2019年，该公司线上运单交易额突破43
亿元，交易额、货运量进入全国前十位。

从实施钢铁、煤炭、尼龙化工等传统产业智能化
改造到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从推进物流业数字化转
型到打造智慧城市，平顶山加强与华为、中兴、移动
等企业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工业互联
网等新兴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建成了全省首个智能化综
采工作面、掘进工作面和智能化煤矿；全国首个鲲鹏
产业学院落地平顶山学院，为华为信息技术和通信
技术领域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平高集团超特高
压GIS、系列化切滤波器小组断路器等十大拳头产
品为新基建注入强动力……数字经济正成为平顶
山经济增长的新动能。③5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近日，平顶山市民营企业家学院正式启用，使
该市有了“企业家身边的商学院”。广大企业家不
用出市，就可以学习到先进的管理方法、鲜活的管
理经验。

民营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是平顶山市推进民
营经济“两个健康”提升行动的一项具体措施。今
年以来，平顶山制定了民营经济“两个健康”百县提
升行动实施方案和“一联三帮”保企稳业专项行动
工作方案，确定了12个方面 34条措施，加大帮扶
力度，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

积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平顶山依据市纪委
《关于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支持民营企业
发展壮大的实施办法》中政商交往的 7项正面清
单和 7项负面清单，鼓励党政机关和公职人员大
胆与民营企业及其经营者打交道、搞服务，形成

“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良好氛围。
打造“创二代”民营企业家队伍。日前，宝丰县

工商联组织换届，新班子成员中“创二代”占比达
30%以上。除了提高“创二代”企业家政治待遇外，平
顶山还邀请专家教授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授课指导；
选派专员担任“首席服务官”，帮助企业纾困解难，解
决教育培训、企业用地、证照办理等方面问题，引领他
们坚定自信地接过经营管理重担。

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平顶山坚持做好减
法，市级事项办件材料较法定办结时限大幅压缩，大
力推行“最多跑一次”和不见面审批；坚持优化服务，
设置工程建设项目帮办代办室，服务好评率达
100%；坚持统一整合审批事项，实现37家单位639
项办理事项的“无差别受理”。

大力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该市健全市场主体
救治和退出机制，坚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
清算”的工作方针，科学判断涉诉企业的市场发展
前景，帮助4家企业焕发生机；深入推进商事案件
繁简分流，切实解决“隐性”超审限问题，防止因诉
讼拖延影响企业生产经营。③5

数字经济孕育新动能

创优营商环境
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煤田上开出“尼龙花”

让平顶山市锦华新材料科技公司总经
理孙利锋没有想到的是，在平顶山尼龙新材
料产业集聚区有关部门的协调下，一期 1.5
亿米高端锦纶面料项目仅用 5个月时间就
建成投产。

企业发展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今
年以来，平顶山在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全
力推进管理体制创新，大力实施公共服务社
会化改革，推动产业集聚区建设由过去的

“政府主导”向“企业主导+政府引导”逐步
转变，用市场化理念指导园区发展，实现政
企分工、高效运作。

按照“大招商、大审批、大服务”的要求，

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以“公司+管委会”
模式，实行“大部门、扁平化”管理，通过全员
聘任、以岗定责、绩效考核，组建精简高效的
内设机构和干部队伍，为企业提供“一站式”

“保姆式”代办服务。
同时，组建平顶山尼龙城建设投资公

司，以资本为纽带，以公司化运营、市场化操
作的方式，统一推进中国尼龙城融资、投资
及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管理等工作。

从完备的基础设施到充足的水电气热
供应，再到周到的公共服务，集聚区的全方
位配套让现有企业留得住、能壮大，让外面
的企业愿意来。

目前，平煤神马集团与以色列屹立集团
合作建设的年产 2万吨尼龙 66民用丝项目
已签订合作协议；与美国奥升德公司合作建
设的10万吨己二胺项目正在深度对接；与中
国化工集团旗下研究机构合作的华盾新材料
500吨芳纶Ⅲ项目正式落地……平顶山在世
界尼龙新材料领域的话语权大大增强。

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平顶山尼龙新材
料产业集聚区建成投产项目20个，新签约项
目17个，总入驻项目达85个，获国开行基础
设施贷款 28.6亿元，“尼龙航母”驶入“快车
道”。昔日的“中原煤仓”正快速向“国家尼龙
新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迈进。③5

12月 2日，记者在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帘
子布发展公司看到，一卷卷新研发出来的高
性能多股重旦尼龙 66浸胶帘子布下线，等
待外运出口。作为航空胎的优质骨架材料，
该产品的量产填补了国内产业化的空白。

作为中国尼龙化纤行业的起源地之一，
帘子布公司的前身平顶山锦纶帘子布厂是
改革开放后国家第一批引进的重点项目之
一。经过近 40年的发展，平顶山尼龙 66产
业走在行业前列：尼龙66工业丝、帘子布生

产规模世界第一；尼龙 66盐生产规模位居
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尼龙66切片生产规模
居全国首位。

尼龙6产业正处于培育壮大中。
2008 年，原平煤集团与原神马集团的

强强联合，对接出了一条全球独一无二的煤
基尼龙产业链，即原煤—焦炭—焦炉煤气制
氢—尼龙66盐—工业丝—帘子布，把原煤等
低端产品一直延伸到高铁组件、航空轮胎等
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为平顶山尼龙产业的全

产业链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面对能源结构调整、外部市场竞争加

剧，立足工业现状和资源禀赋，平顶山将国
家重点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的尼龙
新材料作为支撑转型发展的龙头支柱产业，
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携手建设中国尼龙城，
以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为核心，以
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叶县产业集聚
区为两翼，规划面积 123平方公里，全产业
链打造尼龙产业的“航空母舰”。

在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尼龙
6的产业链条正在快速完善。尼龙科技公
司生产的己内酰胺顺着园区内一条1.5公里
长的管道直流而下，成为平顶山三梭尼龙发
展有限公司 7万吨/年尼龙 6切片项目的原
材料，尼龙 6切片直供给相距 500米的河南
锦纶科技公司10万吨/年锦纶6民用丝项目
使用，民用丝又作为园区锦华新材料公司高
档锦纶面料的原料，从而完成己内酰胺—尼
龙6切片—民用丝—锦纶面料的产业闭环。

去年年初，《河南省尼龙新材料产业发展
行动方案》出台，提出龙头引领、项目带动、开
放合作、集群发展的思路。平顶山市大力实
施“大尼龙、全产业链、技术领先、国际化”四
大战略，优先做大尼龙6，巩固提升尼龙66，
逐步构建起从原煤到焦炉煤气、苯，再到尼龙

66及尼龙6系列的全产业链，形成尼龙66和
尼龙6协同发展的大尼龙产业格局。

按照“一基地、两集群”的产业布局，中国
尼龙城围绕尼龙化纤纺织及制品，工程塑料及
制品，聚氨酯、PC及制品三大产业单元，通过
国际化合作发展和技术创新驱动，在上游重点
发展己二酸、己内酰胺和尼龙66、尼龙6切片；
中游重点发展尼龙纤维、改性塑料、聚氨酯及
制品；下游重点发展高档民用锦纶服装、汽车
工程塑料配件等高端产品，积极打造技术和规
模一流的千亿级尼龙新材料产业基地，培育壮
大下游尼龙织造、工程塑料两个产业集群，力
争2021年总产值达1000亿元、2025年总产
值达2000亿元、2035年总产值达4000亿元。

从百万吨级己内酰胺到 30 万吨 66 盐
及 50万吨尼龙切片，从尼龙民用丝到PC及

深加工产业园，平顶山谋划了八项具有重大
战略意义支撑作用的重点工程，总投资 670
亿元左右，年产值约1230亿元。

四大战略打造尼龙旗舰

创新体制机制 “尼龙航母”驶入“快车道”

世界产能最大的尼龙 66工业丝、帘子
布生产基地

▼产能亚洲第一的尼龙 66 盐生
产基地——尼龙化工公司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平顶山篇

延链补链强链

依托产业基础

“十三五”成绩斐然。不

断跳动的数字，见证了平顶山

转型发展的步伐。

五年来，平顶山市深入践

行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

展要求，坚定不移把产业结构

调高、调轻、调强、调绿作为主

攻方向，按照“紧盯前沿、打造

生态、沿链聚合、集群发展”的

路径，大力培育新兴产业，着

力打造“三城三基地”（中国尼

龙城、中原电气城、绿色食品

城，新型综合能源基地、文旅

康养基地、创新人才价值实现

基地），全力构建以尼龙新材

料为龙头，盐化工及 PC、新

能源储能、高端装备制造、特

钢不锈钢、煤焦油深加工、碳

新材料、健康食品为骨架的

“1+7”制造业新体系，经济保

持稳定增长，产业转型实现突

破，质量效益稳步提升。

继成为国家农业可持续

发展试验示范区暨农业绿色

发展试点先行区后，平顶山又

成功获批国家产业转型升级

示范区，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

群入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发展工程，在高质量发展

的道路上，平顶山由“一业独

大”转向“多元支撑”，由“灰色

煤城”转向“绿色鹰城”，转型

发展跑出“加速度”。③5

寒冷冬日，位于平顶山的中国尼龙城

建设仍如火如荼。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10万吨己二腈项目

的建设，将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关键原
料自给自足，保障国内尼龙66供应链安全。

运城其龙新材料 20万吨尼龙 6切片项
目的开工，将为中国尼龙城建设提供原材料
支撑；

昌明科技 30万吨尼龙产业链副产物资
源综合利用、河南桉粒佳120万吨硫铵深加
工项目建成后，可有效解决尼龙新材料产业
链副产物、废弃物处理问题……

前不久，平顶山尼龙新材料 9个项目集
中开工，总投资 60.2亿元，建成达产后可实
现年产值106亿元，将为全市尼龙产业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为中国尼龙城建设提供有力
支撑。

“十三五”期间，平顶山市尼龙新材料产
业强势崛起，以尼龙产业为龙头的新型功能
材料产业集群入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发展工程。
“全力打造中国尼龙城，是平顶山贯彻

新发展理念、把握尼龙产业发展新趋势、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是创建国家老工
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
的重要抓手。”平顶山市委书记周斌说。“十
三五”期间，全市尼龙产业主产品总产能已
由2015年年底的 100万吨左右提高到目前
的超 200万吨，居全球第四位；2019 年，中
国尼龙城实现产值约534亿元，主营业务收
入 531亿元，利税 24.5 亿元，成为推动经济
结构优化升级的中流砥柱。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宏怡

河南平棉纺织集团女工认真投入细纱挡车生产专注于绿色智能无人矿山领域的河南跃薪智能机械有限公司 高压开关行业高新技术企业平高集团 杨红亚 摄

三次产业比重变化
●2015年一二三产的比重

9.9：50.6：39.5

●2019年一二三产的比重

7.3：46.0：4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