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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党的百年华诞 谱写“十四五”新篇章 •三门峡篇

开发区以良好形象参加第八届特博会 徐小龙 摄基层党群服务中心 张朝峰 摄 开发区生态自然与城市发展和谐统一的生动景象 杜杰 摄

□本报记者 王小萍 赵力文

黄河岸边，崛起新城。天

鹅湖畔，发展腾飞。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历

程，创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

三门峡经济开发区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成为经济发展的先

行者。进入新时代，三门峡经

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李瑞霞等

管理者清醒地认识到，开发区

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改

革开放的先锋，只有不断推进

体制机制创新，开发区才能永

葆发展的活力和竞争力。

改革创新再出发。近年

来，三门峡经济开发区在三门

峡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下，

勇当改革创新排头兵，坚持以

体制机制改革为抓手，大力实

施“1335”战略，逐步建立完善

“一区两翼三基地”功能格局，

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逐步

提升城市建设、民生建设、党

的建设。

砥砺奋进开新局。新一轮

改革创新自去年启动实施，新

变化、新气象逐步显现——整

合11家国有企业，成立注册资

金 10 亿元的集团公司；实行

“大部门扁平化”，将23个内设

机构精简整合为 7个；建立管

委会+集团公司+街道办事处

的“三驾马车”运行模式；实行

全员聘任、薪酬管理和绩效考

核等新的管理机制；设立老慕

服务站为社区群众排忧解难；

“云端经开”政务服务中心揭牌

运行，可办理事项371项……

一批新产业、新业态项目

纷纷落户开发区，为三门峡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今年5月28日，河南布科

思机器人有限公司年产能近2

万台机器人项目在三门峡经

济开发区正式投产；中科芯集

成电路与新材料应用产业园

项目去年入驻，本月底投产，

“三门峡芯”即将诞生；“婚旅

之都”产业基地项目、环球港

商业综合体项目相继签约落

地，满足新型消费需求……

改革创新灵秀地 砥砺奋进开新局
——来自三门峡经济开发区的改革发展报告

夯实产业之基

积蓄发展动能

产业是经济的根基，也是区域竞争力
的根本体现。

展望“十四五”，三门峡经济开发区立
足实际，进行科学谋划和精准定位，制定
了发展战略，着力培育“汽车及零部件制
造、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三大主导
产业，聚焦“黄河流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千亿级产业高质量发展集聚区、黄河
金三角新型城市功能引领区”三大功能定
位，推动实现区域功能优化调整和产业转
型升级。

拉长产业链条，助力产业升级。依托
现有产业，推动产业链向高技术含量、高
附加值领域延伸，实现“存量”优化升级。
围绕速达纯电动汽车，引进三门峡市泓远
循环技术有限公司锂电池回收项目、废旧
汽车拆解项目、上海龙投威盛锂电池储能
研发生产项目等上下游产业。围绕赛诺
维制药，已推进中电建健康医疗基地项
目、即美研心医疗整形医院、河南华元嘉
信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引流瓶生产项
目、德国卫士医药生产项目、加拿大果胶
面膜项目。

培育新兴产业，提升发展能级。紧紧
抓住新兴产业发展机遇，大力培育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聚焦集成电路与新
材料应用、人工智能等领域，引进中科芯
时代集成电路与新材料应用产业园项目、
布科思机器人项目、开封玖通机器人项
目、5G呼叫中心产业园项目。拉长芯片
设计、制造、封测全产业链，助力服务类机
器人产业发展壮大。

谋划产业转型，增强发展动能。聚
焦城市功能重塑和新型消费升级，充分
发挥区位优势、生态优势、资源优势，
瞄准微旅游，做大“增量”，打造新型城
市消费功能引领区。与上海月星集团
合作，在 209 国道周边区域布局建设环
球港商业综合体项目，打造占地 627 亩
的集商业、旅游、文化、住宅、酒店于一
体的大型商业综合体。立足生态资源、
黄河文化，实施推进“婚旅之都”文化
产业项目，将形成全域婚拍、婚庆、度
假相融合的特色产业集聚发展态势，打
造中西部地区一站式婚旅目的地、全域
旅游婚纱摄影基地。

开发区人有激情，有干劲！这是接触过开
发区的人员的普遍感受。激情干劲的背后，是
体制机制的激励。

去年 9月份以来，三门峡经济开发区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按
照上级总体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构建了由党
工委领导下的“管委会+集团公司+街道办”的
工作体制，剥离党工委、管委会的社会事务管
理职能，交由街道办事处承担；将适宜市场化
运行的开发及运营发展职能交由新成立的三
门峡经开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行使。通过
建立并实行全员聘任、薪酬管理和绩效考核等
新的管理机制，充分调动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
激情。坚持党建引领、突出服务企业、加强社
会治理，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维度全面优化
发展环境。

经过改革创新，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激
情被激发出来，各项经济社会事业取得积极

进展。
透过经济数据看态势，三门峡经济开发区

领跑发展。截至 4月底，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
计完成10085万元，同比增长16.1%；税收收入
完成 9784 万元，税收占比 97%，全市排名第
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5%。固
定 资 产 投 资 累 计 完 成 7.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0.3%，超出全市平均水平 46.4%。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4%。主要经济指标超
过要求的全市综合平均增幅30%以上目标。

未来发展看重点项目，三门峡经济开发区
加速推进重点项目。赛诺维东区搬迁项目稳
步推进，计划7月底开工；创新科技大厦项目计
划 8月底竣工验收；三门峡经开区科技产业园
项目（原中欧产业园项目）已完成土地挂牌前
期准备工作；中电建健康医疗基地项目已通过
实地验收，并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据统计，三门峡经济开发区全年列入省、

市重点项目 16个，总投资 65.6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 32.8 亿元。截至目前，完成投资 25.6 亿
元，占年度计划的 78%；联审联批事项完成 78
项，完成率87%。

推动项目落地，三门峡经济开发区另有
“大招”。以三门峡经开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为主体，发挥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积极
探索市场化发展模式和经营机制，不断提高招
商质效和项目落地成效。投资 3000万元与北
京布科思科技公司共同成立河南布科思机器
人有限公司，投资 5400万元与德国卫士药业
合作成立医药企业，共撬动社会资金 10亿元，
有效拉动了社会投资。

截至目前，三门峡经济开发区新注册企业
336家，其中总部经济企业44家。新签约上海
月星集团环球港商业综合体、“婚旅之都”文化
产业、华元嘉信德国医疗器械等重大项目 16
个，总投资169亿元。

企业办理事务跑断腿，怎么办？群众有困
难纠纷，找谁解决？党组织如何连接服务党
员？三门峡经济开发区为解决“最后一公里”
问题，再次推动了一场改革创新。

为加强党对经济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推
动改革“向深里走、朝实里做、到基层去、往心
里干”，三门峡经济开发区制定《关于在全区开
展以党的建设高质量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打通 3个“最后一公里”，促进开发
区改革由“1.0”版迈向“2.0”版。

联通政企服务“最后一公里”，缔造“经开
速度”。聚焦经济发展，围绕服务企业、项目、
群众，建设了“云端经开”政务服务中心，建立
了“一平台、一件事、一专员”工作模式，三门
峡经济开发区构建了“经开智慧大脑”平台，
承接市级下放权限，实现云网络、云视频、云
服务、云审批；聚焦服务对象，将服务事项归

集到“一件事”，压减办事流程；采用“VIP私人
定制”工作模式，为企业设立专属的“首席服
务员”，提高办事效率，在“最多跑一次、服务
零距离”实践中不断探索。布科思机器人项
目从接触洽谈到签约落地用时 22天，德国卫
士药业项目用时 17天，“婚旅之都”文化产业
项目则用时 7天，已经实现了“经开速度”的不
断提升。

链接党群服务“最后一公里”，营造“经开
温度”。聚焦社会管理，围绕“为谁服务、谁来
服务、怎么服务”的核心问题，三门峡经济开发
区探索创新党服务群众的工作方法和党联系
群众的工作机制，建立“一中心、一站式、一群
人”的社会服务管理体系。以三门峡经济开发
区党群服务中心为主体，以“智慧社区管理平
台”为中枢，整合区域人、地、物、情、事，聚焦群
众反映集中的痛点难点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的

民生历史遗留问题，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
务渠道，以智慧城市赋能基层治理，畅通链接
党群服务“最后一公里”，夯实党领导下的社会
治理基层阵地，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
治理管理模式。

建强党组织体系“最后一公里”，打造“经
开深度”。开发区的发展史是改革开放史的缩
影。三门峡经济开发区紧紧围绕“全区强党
建、党建在书记、书记抓党员”的工作思路，以

“党员聚党力、党力促效率、效率出效果”为宗
旨，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将学习“四史”与回顾
开发区 30年发展史有机融合，通过深入开展

“学党史·悟思想”“学党史·办实事”“学党史·
开新局”等系列活动，打通党组织连接服务党
员的“最后一公里”，以党组织凝聚党员、以党
员带动非党员，形成党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
共识，激发全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活力。

打通3个“最后一公里” 深化改革迈向“2.0”版

聚焦经济主业 全力提速增效

开发区党群服务中心 徐小龙 摄

布科思消毒机器人服务“一节一会”
冯宝著 摄

精巧雅致的“口袋公园” 徐小龙 摄

开发区城市景观开发区城市景观 杜杰杜杰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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