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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推动高质量发展，项目是支

撑，工业是重点，创新是动力，县域

是关键。

5年来，焦作市始终坚持新发

展理念，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市战

略，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高质量发

展的第一动力，高标准谋划推动县

域经济发展，乘势而上，久久为功，

奋力在转型发展中蹚出一条新路，

书写焦作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新篇章。

实干托举梦想，奋斗成就未

来。在 2018年度、2019年度全国

69个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考核评价

中，焦作分别居第二位、第三位，受

到国务院激励表彰。在 2018 年

度、2019 年度全省高质量发展省

辖市考核排名中，焦作分别居第二

位、第一位。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城市
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点，也是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支撑。

焦作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三
起来”的重大要求为根本遵循，坚定不移贯彻
新发展理念，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中部地区崛起、郑焦一体化发展等重
大战略机遇，高标准谋划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走出了一条富有焦作特色的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路子。

各县（市）把产业发展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
核心支撑，培育壮大主导产业，推进产业集聚区

“二次创业”，壮大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链，县域
规上工业增加值达1092亿元，占全市规上工业
的比重达68%。

强化中心城区对县域经济的引领作用，加
快提升县城承载能力，优化公共服务资源布局，
实施提质项目401个。全面推进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6县（市）的县城公共供水普及率达 85%，
燃气普及率达 90%。培育了多个产业特色鲜
明、生态环境优美、多种功能复合的特色小镇。
扎实推进美丽乡村提升工程，博爱县、修武县、
温县、沁阳市入围全省美丽乡村示范县。

有例为证：武陟县形成了装备制造、生物
医药等主导产业，建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医
药针剂生产基地；温县成功创建全国区域性
小麦良种繁育基地，成为我省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试点县；修武县全面实施全域统筹、景城
联动、产业融合、优化提升，获评首批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孟州市依托中原内配行业龙
头地位，吸引 50 多家关联企业集聚发展，产
业链从气缸套延伸至汽车电子、智能驾驶、智
能装备等领域。

有数据佐证：2019年，6县（市）GDP总量达
2018.6亿元，占全市的 73.1%；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达83.7亿元，占全市的53.5%；固定资产投资
占全市的 66.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市
的65.8%；县域经济中三产从业人员达183.9万
人，占全市的77.1%。

在 2019年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标
考核评价中，焦作 6 县（市）全部进入第一方
阵。孟州市入选全省第一批践行县域治理“三
起来”示范县（市）。

征程万里风正劲，勇立潮头踏歌行。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焦作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
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全面推进经济社会转
型发展，激荡起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③6

焦煤集团千业水泥公司借助5G、物联
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打造“5G+无
人矿山”项目，实现了矿山破碎、挖装、运
输、监测等环节无人化远程操作，提高了
矿区作业的安全性和生产效率，改善了工
作人员的工作环境。今年 9月，在工业和
信息化部主办的第三届“绽放杯”全国 5G
应用大赛上，5G绿色无人矿山项目获得全
国总决赛一等奖。

绿色改造、智能改造、技术改造，是我
省在制造业转型发展中大力实施的“三大
改造”。

焦作连续三年承办全省“三大改造”
观摩推进会，全市“三大改造”投资额占工
业投资比重由2017年的 15%提高到2019
年的 40%，累计创建省级智能车间 16个、
省级智能工厂 8个，全市智能制造企业占
规上企业的比重居全省第一位。

焦作在全省率先实施了“百企退城”
攻坚行动，加快城市空间布局调整和功能
提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截至
目前，全市累计有 86家企业“退城”，有效
推动了产业和城市转型发展。

龙蟒佰利联年产 20万吨氯化法钛白

粉、中内凯思年产 180万只钢质活塞等大
项目、好项目竣工投产，促进了工业的产
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眼下，中德高端
汽车零部件产业园、佰利联钛锆产业园、
蒙牛乳业四期工厂、百维智能装备产业园
等重点项目正加快推进。

大力培育和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等新经济新动能，焦作持续打造经济
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极。

引进了北斗、中关村在线等国内知名
数字经济企业，建立了全省第一家电商产
业园。与华为、阿里巴巴、浪潮集团等企
业签署发展数字经济战略合作协议，打造
中原地区重要的大数据产业基地。

建成运营了中原工业设计城、焦作地
理信息示范产业园、焦作融媒体产业园等
一批新业态项目。顺利入围河南省示范
城市群参与申报氢燃料电池汽车应用国
家级示范城市，加快发展氢能源等新兴
产业。

焦作华为新基建运营中心成功挂牌
运营，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鲲鹏学院
项目签约落地。成功与赛迪研究院、中国
信通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抢抓新基建发展机遇，加快部署 5G
网络及项目应用建设。目前，全市已建设
并开通 5G基站 1384个，实现了市区全域
和县城主要场所 5G网络全覆盖，5G场景
应用正在赋能千行百业。

当前，焦作突出抓好黄河生态保护、
制造业、交通、“两山两拳”、创新创意、数
字经济、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顺势而为、
借势而进，造势而起、乘势而上，建设现代
化都市圈协调发展的新范例，着力打造郑
洛“双核”辐射优先发展区。

一份数据体现出招商引资对这座城
市的贡献：5年来，焦作通过平台招商，“走
出去”“请进来”，先后承办了第十一届豫
商大会，第九届、第十届“一赛一节”等大
型经贸活动，共签约重点招商项目619个，
总投资 7226.54 亿元；累计新设立外商投
资企业 15家，合同利用外资 10.5亿美元，
实际吸收外资33.9亿美元……

近年来，焦作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
市战略，坚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自
主创新，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矢志
不渝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推动区域
经济由“量大”转向“质强”。

创新赋能 凝聚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
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
支撑，也是焦作走好转型发展之路的关键
所在。

10月 17日至 19日，焦作高规格举办
了首届院（校）地科技合作洽谈会暨招才
引智大会——中国科学院（河南）科技成
果发布暨项目对接会，超过 500 名专家
学者汇聚焦作，征集科技成果 1500余项，
签约科技合作项目 85 项，总投资 245.23
亿元。

这是焦作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加快建设新兴科创名城的又一成果。

近年来，焦作创新体系日益完善，创
新能力明显提升，科技创新事业呈现良好
发展态势，对稳定经济增长、转换增长动
力、推进结构调整、引领转型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在全省 2019年科技考核评价
中，该市名列全省第一，获得中央引导地
方科技发展项目资金奖励。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焦作大力发
展“三新一高”经济，积极探索资源枯竭城
市转型发展之路，高新技术产业实现跨越
式发展。

一组数据更有说服力：2019年，全市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达 18.2%，高出
全省平均水平 3.5 个百分点，高出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9.5 个百分点，占规模
以 上 工 业 的 比 重 首 次 超 过 50% 、达
58.3%，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5.2个百分点。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是科技创
新的主体。“技术创新是企业转型发展的
灵魂，多氟多抓住了创新助力发展的‘牛
鼻子’，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的关键核
心技术，实现了企业高质量发展。”荣膺

“全国优秀企业家”称号的多氟多董事长
李世江说。

截至目前，焦作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
数达 176家、居全省第五位，是 2016年的
2.67倍。拥有省创新龙头企业 9家、省节
能减排科技创新示范企业30家，均居全省
第3位。全市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总数
达 114家，省级院士工作站 20家，省重点
实验室9家，均居全省前列。

当前，焦作正处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战略、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
要想跟上时代发展步伐、抢占科技竞争和
未来发展制高点，就必须在开放创新上谋
发展、在招才引智上求突破。要聚焦开放
创新合作，积极为企业和科研院所、高校
牵线搭桥，推动产学研深度合作，让企业
找到科技研发的“大树”和“靠山”，为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厚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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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科创名城构建科技创新发展格局

挺起高质量发展脊梁实施工业强市战略

竞相发展共同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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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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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工业设计城成为焦作创新发展又一新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