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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小萍
本报通讯员 龚长尊

近年来，三门峡市围绕省委省政府提出

的“打造省际区域中心城市”目标，抢抓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机遇，

不断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呈现新气象、迈上新台阶。“十三五”末，

全市生产总值完成 1450.7亿元，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135.3 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864 元，分别为 2015 年的 1.38 倍、1.44

倍、1.44 倍，年均增长 6.7%、7.6%、7.7%，

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在全省7个资源型城市中

排名第 1，在黄河金三角地区排名第 2，人均

生产总值突破 1万美元，生产总值增速、规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等主要经济指标连年保持全

省前列，从“十二五”末全省落后，重回全省

“第一梯队”。在建党百年之际，如何迈步从

头越，记者采访了三门峡市市长安伟。

三门峡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转型发
展，全面推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加快山
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一体治理，打造
转型发展新引擎。2016年，率先在全省启
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经过 5年努力，建成

“两平台、三中心、三联网、多应用”基本框
架体系，“线上三门峡”、移动 OA 办公、工
业互联网、智慧旅游、智慧社区、智慧 120
急救等 40多个场景应用上线运行，构建了

“大小平台+场景应用”运行体系，初步形
成自主可控可持续和市县一体推进新模
式，被工信部评为全省唯一、全国 12个智

慧城市典型地区实践之一，被列为新型智
慧城市建设试点。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机遇，创
造性提出在三门峡打造山水林田湖草沙
综合治理国家级试验示范区的目标，谋划
实施了总投资 260 亿元的 86 个综合治理
项目，大力推进“十百千万亿”综合整治工
程，即十八条黄河一级支流综合治理、百
里黄河湿地修复、千里城市绿廊建设、万
亩矿山生态修复、亿吨泥沙资源化综合利
用，目前已被省政府确定为全省试点项目
先试先行，努力打造“河安、水清、山绿、景

美”的沿黄生态治理样板和高质量发展典
范。全力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牢固树立人
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健全鼓励创
新、宽容失败、合理容错机制，先后制定

“1+8”人才引进政策，建立资金、科技、人
才、开放等 5个平台，三门峡产业研究院、
眼科研究院等高水平人才项目落地见
效。2020年，全市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投
入强度达到 1.5%，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95
家，各类创新平台达到 386 个，分别是
2015年的 2.2倍、2.4倍和 3.1倍，发展动能
日益充足。

三门峡市位于河南省最西部，历史上
是一个资源型城市和生态大市，两京锁钥
之地，区位条件优越，根据这一特点和高
质量发展要求，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
思路是：转型为纲、项目为王、创新为领、
改革为要、特色为重。转型为纲就是通过
狠抓延链强链补链和城市建设提质，不断
向产业链高端价值链终端升级和城市宜
居宜业宜游转型。重点加大对黄金、铝、
煤、铜四大支柱产业实现脱胎换骨改造，
初步形成“黄金矿山采选—冶炼—精炼—

黄金珠宝”“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
铝精深加工”“原煤采掘—煤炭产品—基
本化工原料—精细化工产品”“铜板—铜
杆—铜线—铜箔”四大全产业链，附加值
分别提升 5倍、40倍、20倍、50倍以上，目
前三门峡已成为全国重要的铝基新材料
基地、中国铜箔谷。发挥生态优势，持续
做大生态、做优生态、做强生态，千方百计
增加发展的含绿量、含氧量，大力实施“十
百千万亿”综合治理工程，加大旧城改造
力度，实现了“两增三提”，即湿地增加、鸟

类增加，水质提升、森林覆盖率提高、负氧
离子含量提高，来三门峡栖息越冬的白天
鹅由 2015 年的 8100 只增长到今年的 1.4
万只，创历年之最，占全国越冬白天鹅总
数的三分之二；全市森林覆盖率由“十二
五”末的 48.7%提升到 50.7%，居全省第 1
位；全市 5个县（市、区）、99%的国土面积
已建成天然氧吧，今年 11月份有望成为全
国第三个、黄河流域第一个地级天然氧吧
城市，三门峡已成为全国著名的天鹅之
城、摄影之城、氧吧之城。

近年来，三门峡市委市政府审时度
势、站位全局，围绕重大产业升级、基础设
施建设、民生改善、新能源产业等方面多
谋项目、谋大项目，持续增强经济发展的
实力和后劲。2021 年全市共谋划重点项
目 425个，总投资 4000 亿元以上，其中纳
入省重点项目的 71个，投资 1600 亿元以
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项目
239 个，投资近 2300 亿元；三大改造项目
197 个，总投资 330 亿元，均达到历年之
最，一批有影响、支撑能力强的重点项目
实现新突破。

全面推动谋划实施国道 310 南移、国
道 209改线、陇海铁路取直三大瓶颈破解
工程，特别是总投资123亿元的国道310南
移工程，是“十三五”期间全国投资最大的

干线公路项目，目前已全部建成通车；国道
209城区段改线、陇海铁路取直工程进展顺
利，项目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拉大城市框
架，从根子上解决市区污染问题，有力巩固
三门峡的区域性交通枢纽地位。年产 10
万辆速达纯电动汽车项目通过国家发改委
和工信部“双认证”，先后引进开建宝武铝
业、星能科技植物电池、猛狮科技高端锂电
池、易事特“5G+科创园”、中科芯时代集成
电路与新材料应用产业示范园等配套项
目，以汽车芯片、汽车板、新能源电池、充电
桩为配套支撑的高端制造千亿级产业集群
正在加快布局。投资 54亿元的金城冶炼
项目建成投产，成为全国冶金行业标杆企
业。总投资 78亿元的宝武铝业年产 60万
吨铝精深加工项目一期全面建成投产，部

分产品填补国内市场空白。依托黄金冶炼
伴生 50万吨金属铜优势，大力发展压延铜
箔、电解铜箔等新材料，年产能分别达到 6
万吨、1 万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40%、
50%。率先启动并建成全省第一个职业教
育园区，引进东方剑桥、江苏教育集团等义
务教育优质资源，教育质量和水平稳步提
升。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生物质等清洁能
源，风电装机容量达 181.5 万千瓦，居全省
第一，助力全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推动项目最关键的是资金，三门峡通过深
化投融资改革，整合重组资产近 1000 亿
元、年融资能力超 300亿元的三门峡投资
集团，设立规模 560亿元的 8只产业基金，
已募集 85亿元，为重点产业、重点项目发
展提供有力保障。

三门峡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型城市，转型始终是第一位的任务，这些年是如
何转型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含“新”量、含“绿”量、含“氧”量、含“金”量，增
强区域的核心竞争力的？

转型发展要靠项目带动，近年来三门峡如何谋划布局，力促重大项目落地？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创新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几
年三门峡在创新发展上有哪些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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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最大的专用车生产企业河南骏通⑨6

特色农业成为三门峡的亮点，图为灵宝寺河山苹果园⑨6

三门峡智慧城市指挥中心⑨6

近年来，三门峡依托独特的生态、区
位优势，坚持特色为重，大力发展高山农
业、职业教育、摄影经济、现代物流、康养
旅游等特色产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竞争
新优势。依托得天独厚的地形地貌特点，
着力构建有特色、有品质、有优势的现代
特色农业产业体系，打造海拔 800米以上

“黄金苹果带”，苹果种植面积、产量位居
全省第一，成为全国地级最大的果品出口
基地。依托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成功引
入河南科技大学应用工程学院，申办三门
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三门峡技师学院两
所大专，形成“一本四专”高等职业教育
格局；在此基础上，在全省率先启动建设

近期 5 平方公里、远期 10 平方公里的高
等职教园区，现有学生 5 万人，未来 3 年
有望集聚 10 万人，全力推动产教融合发
展，黄河金三角区域性高等职业教育中心
雏形初显。全面启动建设集产学研游展
于一体的中国摄影文化城，成功举办第
12 届和第 13 届中国摄影艺术节，并且第
14 届至第 17 届也将在三门峡举办，成为
全国第 7个“中国摄影之乡”，全国第一家

“国字号”摄影艺术馆落户开馆，中国摄
影家培训中心建成运行，中国摄影图片交
易中心、器材展销中心等项目也将陆续落
地，摄影之城呼之欲出。随着设计年输送
能力 2 亿吨重载铁路——浩吉铁路的建

成通车，与正在推进的三洋铁路未来将在
三门峡交会，形成全国唯一的重载货运铁
路枢纽，以此为依托，我们谋划实施了三
门峡铁路综合枢纽物流园、义马市区域性
大宗商品物流中心等项目，正在加快建设
辐射中西部及“一带一路”地区大宗商品
物流基地。依托陕州和卢氏珍贵的温泉
资源，积极引进全国康养龙头企业，着力
发展温泉疗养、森林康养、中医药康养等
健康养生业态，初步形成黄河金三角乃至
中西部地区知名的大健康中心。同时，打
好仰韶文化和白天鹅两张王牌，全力打造
全国重要的生态旅游目的地、史前中国文
明研学游目的地。③9

三门峡处于豫晋陕三省交界，如何发挥特色，找准突破口，不断增强竞争新
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