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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篇

□王冰珂

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

简称“平顶山高新区”）初创于 1992年 8

月，1995 年经省政府批准为省级高新

区，2015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高新

区。经过近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市

经济发展重要增长极。

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越来越

重，高新区出现了“小马拉大车”的困

境。2018年，高新区体制机制改革被确

定为平顶山市重点推进的四项改革之

一，围绕“放权、扩围、搞活”，按照“档案

封存、全员聘任、以岗定责、绩效考核”原

则全面启动。

两年来，平顶山高新区干事创业环

境不断提升，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产业投

资洼地逐步形成，在国家高新区排名中

晋升21个位次，被科技部作为成功典型

在全国推介，在全省开发区体制机制改

革推进会上做典型发言，相关经验成为

平顶山乃至全省创新发展的典型示范。

11 月 27 日至 29 日，平顶山“鹰创华
夏”创新创业大赛“中国尼龙城”专场活动
举行。活动由平顶山市人民政府主办，平
顶山市科学技术局、平顶山高新区管委会、
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共同
承办，旨在聚集和整合各种创新创业资源，
搭建服务创新创业的平台，打造推动经济
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强劲引擎。

创新驱动发展。平顶山高新区坚持把
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作为带动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火车头”，坚持“创新无处不在，
创新人人可为”，以培育引进创新引领型企
业、平台、人才、机构为抓手，不断增强区域
竞争力。

培育科创主体，增强科技创新实力。
高新区深入推进高新技术企业量质“双提
升”工程，构建“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
术企业—创新型领军企业”的梯次培育机
制，聚焦成长速度快、创新能力强、专业领
域新、发展潜力大的高成长型科技企业和
创新型领军企业，打造支撑产业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的生力军。截至目前，全区科技
型中小企业评价通过 75 家，连续两年递
增，年均增长率达到 84.7%，现有高新技术
企业24家，年均增长率达到60%。高新区
体制机制改革以来，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
新技术企业增速和增量均居全市第一。

搭建高层次平台，服务科技创新。去
年以来，华兴浮选公司先后获批省级技术
转移示范机构、省级新型研发机构、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和省级工程研究中心。高
新区持续做大做强“双创”平台载体，推动
众创空间、孵化器提质扩容，完善“众创空
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双创孵化
链条。目前，全区已建成各类创新创业载
体6家，分别为1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平顶山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1家省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平顶山高新火炬园孵化器，3
家省级众创空间平顶山高新区众创空间、
猪八戒网平顶山八戒工场、芝麻粒平顶山
众创空间，1家市级星创天地荣腾生态农林
星创天地，其中，2020年新增2家创新创业

载体，1家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平顶山高新
火炬园孵化器，1家市级星创天地荣腾生态
农林星创天地。截至今年 9月底，全区当
年新增孵化企业 199家，2019年当年新增
孵化企业158家，同比增长25%。

用好人才资源，赋能产业创新。该区
围绕“产业链”打造“人才链”，以重大项目
为牵引，大力引进集聚战略科技人才、科技
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创业团队，其中平
顶山市神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秀
云被评为“中原科技创业领军人才”，获得
河南省财政厅中原院士基金40万元；持续
健全人才服务体系，营造良好氛围，用精细
化、高质量的服务温暖人心、礼遇人才；在
全市率先开展“鹰城英才”分类认定，认定
各类高层次人才44人，以政策奖补动员企
业发挥引才主体作用，打通人才政策服务

“最后一公里”。
厚培知识产权沃土，激发创新发展动

力。该区以创建专利导航实验区为契机，加
强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建设，实施知识产

权优势企业推进计划，鼓励专利权人积极申
报专利并努力促进专利成果转化。截至目
前，高新区专利保有量已突破2800件，其中
国内发明专利突破1000件，当年发明专利
授权数达220件，企业万人当年发明专利授
权数达73件，高于全国高新区平均水平。

优化科技服务，营造良好创新生态。高
新区选派熟知科技创新政策的工作人员担任
首席科技服务员，了解企业运营情况、科创现
状和研发动态，宣传惠企政策，引导企业完善
研发体系；组织企业与科研院所、第三方服务
机构和职能部门的对接、协调，帮助企业解决
创新需求；为园区初创型企业、科技型中小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送政策、送服务，加速打通
科技创新政策落地“最后一米”。

2019年，在国家高新区的综合评价排名
中，该区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能力由102名
提升至96名，可持续发展能力由77名提升
至55名，综合排名由2018年的107名提升
至98名，首次挺进国家高新区100强，实现

“连续两年，每年提升9个位次”的高速发展。

初冬的高新区，仍然处处都是如火如
荼的建设场景。塔吊高矗，机械轰鸣，挖掘
机、运输车往来穿梭，施工人员头戴安全帽
忙着施工。两年来，该区抢抓重大机遇，持
续开展城市建设攻坚行动，城市面貌发生
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高新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湛河、沙河
穿境而过。但曾经由于起步晚、起点低、欠
账多，导致城市建设落在了后面。打造一
个“产城融合、功能完善、宜居宜业”的现代
化新城，既是人民需求，也是时代使命。

高新区精心编制了三年建设计划，涵
盖区域规划、道路修建、园林绿化、要素保
障等近 40 个项目，并结合中国尼龙城建

设，申报了总投资78.69亿元的城建重大项
目，对全区城市建设和公用设施建设进行
谋划——

以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建设平
顶山市东部副中心、平叶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打造国家级现代化高新城市；通过市场
化运作，加快产城融合进程，打造产业支撑
有力、山水园林宜居、历史文化厚重、城市
风貌鲜明的区域性中心城区。

如今，湛河两岸，栋栋高楼拔地而起、
条条大道四通八达，一幅天蓝、水清、地绿
的生态文明建设美好图景徐徐展开——

城区更绿了。今年以来，高新区新建
10个街头公园游园，打造绿化达标道路，

增加绿地面积约 13万平方米。随着道路
绿化逐步完善，城市的绿色越来越多、景观
越来越美，街头游园景观明显提升，成为群
众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道路更畅了。该区不断完善路网布
局，打造贯穿南北、连接东西的市政道路
网，方便了群众出行，提升了城市气质。每
当夜幕降临，一条条街道华灯齐放，造型各
异的LED路灯，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民生更实了。随着棚户区和城中村改
造项目的推进，回迁村民们陆续搬进路畅
灯明、鸟语花香的现代化小区，周边配套有
学校、医院、菜市场等公共服务设施，不断
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体制改革

激发活力，破解“小马拉大车”困境

经济发展 贴心服务，创造项目建设的“高新速度”

从3月底签约到4月底开工，再到9月
底深加工车间建成交付，位于高新区的平
煤隆基年产 3000万套光伏组件材料项目
实现了当年洽谈、当年签约、当年投产，再
次创造了项目建设的高新速度。

高新速度还体现在：26天完成了该项
目 326 亩土地征迁和 93户村民的拆迁补
偿工作；23天解决了 9个村及周边企业因
水厂拆除的吃水问题；水电气暖及周边道
路等配套设施建设齐头并进，不到 5个月
的时间，提前高质量完成深加工车间的建
设任务。

重大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
高新区高度重视每一个项目，实行“一个重
点项目、一个服务专班、一个专人跟进”的

“三个一”服务机制，每周定期组织召开现
场推进会，每周进行督导，每周编发一期工
作简报，明责任、定节点，倒排工期，全力以
赴，克难攻坚，全力服务项目落地。

高新区依托产业和地理共建，合理划
分出创新创业服务园区、尼龙新材料产业
园区、皇台产业园区、电气装备产业园区、
临港物流产业园区、沙河产业园区等，剥离
镇、街道办事处的经济发展职能，由园区负
责对接服务企业、推动创新创业、发展特色
产业、促进投资增长，形成了大招商、大服
务的发展格局。

结合产业基础和发展方向，高新区绘
制完善了电气装备和尼龙新材料产业“四
张图谱”，大力开展“四个拜访”，先后赴浙
江亚特新材料公司等 50余家知名企业开
展招商考察活动,拜访了河南省服装行业
协会等商协会，走访了中科院宁波材料研
究所等科研院所，与埃克赛姆光电技术有
限公司等 40 余家重点企业进行了对接。
2020年 1—10月份，高新区共签约亿元以
上项目20个，签约金额74.15亿元，其中17
个已开工，落地开工的比例达到85%。

即便是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高新
区仍坚持“项目为王”理念，通过网上招
商、线上签约的方式，成功签约小型掘进
机研发及生产、高低压开关设备及高低
压成套电气设备生产、环保设备及实验
分析仪器仪表技术开发、生物科技领域
技术咨询服务及开发等 20 个项目，总投
资 53.1 亿元。

如今，以尼龙新材料产业和电气装备制
造为主导的产业集群不断壮大，以商贸、物
流等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头迅猛，
以改性尼龙、工程塑料、特种尼龙、高端服装
等为主的尼龙织造产业园正在建设……朝
气蓬勃、充满活力的高新区逐渐成为平顶
山市新的增长极。在平顶山市三季度“四
比四看”活动综合考评中，高新区获六区第
一；2020 年 1—10 月份，高新区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排名全市第一，市重点项目完成
进度全市第一。

产城融合 以业兴城，建设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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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平顶山高新区实行区域管理后，各
项经济指标在全市排名逐年跃升，发展势头良
好。但高新区作为派出机构的性质与其经济社
会管理事务全覆盖之间的矛盾却日益突出，倒
逼高新区急需一场彻底的放权改革。

2018年，平顶山市委、市政府将高新区的
改革确定为全市重点推进的四项改革之一，出
台了《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暂行规定》，
明确以“应放尽放、能放必放”为原则，赋予高新
区市、区两级经济、行政、社会管理权限。

此外，平顶山市政府出台了《平顶山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一区多园”管理办法（试行）》，以高新
区为主体，统筹配置全市优势资源，推动基础设
施、平台、技术、人才、项目、资金等要素流动和资
源共享，形成共赢发展模式，最终实现纵向联动发
展、横向辐射带动、相互协调配合的发展格局。

赋权后，高新区拥有了完整的促进产业发
展和投资服务的权力，以及创造良好的营商环
境所需要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权力。他们
秉承“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理念，不断深
化各项制度改革，释放“放管服”改革红利：

——建立“大部制”，构建权责清晰、精简高
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围绕服务产业发展和科技
创新核心目标，将原有22个工作机构调整为10
个内设机构，形成“部门—科室—岗位”三个层
级扁平化管理架构；构建“小政府、大服务”的体
制格局，形成“管委会+园区+公司+平台”的运
转体系，精简机关人员，充实一线力量，构建起

“最接近发展需求、最有效率”的管理体制。
——全员聘任，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

打破行政事业、编制内外身份界限，从高新区党
工委书记到一般工作人员，全部通过公开竞聘、
双向选择、社会招聘等形式上岗，一批想干事、
能干事、会干事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招聘了
142位高学历、年富力强的人才，进一步优化了
干部结构，打造出一支思想解放、敢为人先、业
务精良、作风过硬的团队。

——绩效考核，激发干事创业激情。高新
区率先引入 KPI考核体系，坚持考核目标和发
展目标衔接、部门目标与整体目标衔接、绩效激
励与人员权责衔接，强化目标的引领作用和考
核的导向作用。通过绩效考核，给各部门“排座
次”，给全体工作人员“定格次”，通过奖先惩后，
实现人员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

——打破“平均主义”，建立全员绩效工资薪
酬体系。根据岗位责任大小、承担任务轻重设定
不同的价值系数，并向基层一线、经济战线倾斜；
设立可衡量、可比较、能定责、可追责的考核指
标，形成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公平合理的收入分
配方式；科学考量、动态掌握部门和个人的工作
实绩，将考核结果与个人薪酬收入、评优评先、岗
位变动等挂钩，全面激发干事创业活力。

改革释放干事活力 创新驱动高质发展
——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改革两周年纪实

科技创新 引育并重，打造高质量发展“火车头”

高新明天会更好 生态宜居高新区

机器人来帮忙

伊顿公司

忙碌的物流机器人

幸福高新人
平顶山高新火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