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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产业，瞄准“主特新”

走进方城产业集聚区内，除了瀚瑞特
轴承这样的头部企业，还有不少专精于细
分领域的生产商。

总投资 7.5 亿元的南阳勤大钢管科技
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精密轴承钢管锻件、轴
承套圈等产品。这家从宁波引资而来的项
目投产后，补齐了方城轴承产业前端链
条。目前，方城轴承产业形成了“轴承钢管
（锻件）—轴承套圈及滚动体配件—轴承—
整机装备”产业链完整闭合，是继洛阳后省
内第二个轴承产业制造基地。

在方城制造产业的图谱上，与轴承产
业相似的还有超硬材料产业。中南钻石股
份、河南神州灵山新材料有限公司两家龙
头企业，产生“集聚效应”，带动 20余家超
硬材料上下游企业入驻，形成超硬材料生
产到磨具制造的链条，人造金刚石和立方
氮化硼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
43%和50%。

做强一个特大“龙头”，带动一个主导
产业。近年来，在南阳不少县区，这样的案
例随处可见：南召县以立邦集团、河南三棵
树涂料有限公司等企业为龙头，初步形成
了“原材料、粉体加工、母粒、建材、管材、
涂料生产”的产业链；内乡县壮大牧原集
团生产、供应链布局，培育、引入“种、养、
加、研”等企业主体，打造出一二三产业联

动的发展模式。
据了解，在推动新一轮项目建设过程

中，南阳着重推行“主新特”产业发展模式，
提出各县区要立足区内实际，发挥龙头企
业引领效应，积极延链补链，支撑并带动

“主新特”产业发展。据统计，南阳近期共
实施 5000万元以上“主新特”重点产业项
目116个，已完成投资118亿元。

此外，南阳还提出，构建全市“主特新”
产业新格局，要充分发挥县区产业集聚区
的主阵地作用。从顶层设计开始，该市将
全面推进“管委会+专业运营机构”的模式，
构建市级统筹、区县主体、功能区实施的管
理体制，倒逼产业集聚区作为重大项目实
施载体的“二次创业”。

引项目，着重“抓短板”

“这几个月，南阳重大项目引入立项跑
出了加速度！”南阳市发改委一位负责人这
样感叹。他提供给记者一组数据进行佐证：

今年以来，全市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432个，合同引资额 1267.9亿元；新开工亿
元以上项目 361个，合同引资额 1040.8 亿
元；10亿元及以上项目 31个，5亿元至 10
亿元项目42个。

一改过去不重视“谋划包装”的短板，
南阳尤其在项目前期规划、布局方面狠下
功夫。去年以来，全市共录入省重大项目储
备管理系统项目8471个，总投资4.04万亿

元，计划“十四五”期间完成投资 3.68万亿
元，储备项目个数和计划投资额多于前两个
五年规划总和，分别居全省第一、第二位。

这其中，南阳市抓住当前“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加速构建的大背景，做好事关长
远发展的重大基础建设项目规划申报，筑
牢发展“基本盘”。目前，南阳机场迁建、汉
山水库、张仲景国医大学等 30多个项目被
纳入国家相关规划，通用航空产业集群、南
阳动车运用设施等 89个项目纳入省专项
规划。

项目建设关系未来发展，关系民生福
祉。现在，南阳不但抓住项目建设这个“牛
鼻子”，还明确提出，要以产业尤其是先进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主攻方向。

在不久前举行的南阳推进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会议上，南阳市委、市政府印发了
《关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南阳市工业千企升级行动方案》《关于建
立链长制推进产业链做大做强的实施意
见》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

“推进‘南阳制造’迈向中高端，是重塑
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南阳市委主要负责
人表示，当前南阳要正视问题、找准不足，
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挺起制造业脊
梁，多管齐下育强市场主体，以调优结构、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为主线，以扩大总量、优
化存量、提升质量为路径，补短板、锻长板，
推动制造业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跑出产
业强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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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曾倩 本报通讯员 朱振华

为应对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确保辖区居民
群众的生命安全，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日前，南阳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枣林街道面向社会发布了招募令，
招募大学生志愿者、团员志愿者、党员志愿者、居民志
愿者参与各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广大热心群众、返乡大学生、团员积极响应号召，
目前已招募到 100多人。通过岗前培训，志愿者们顶
着酷暑，纷纷深入疫情防控一线，走进村、社区、楼院、
街头，配合社区“两委”进行走访入户，配合社区健康监
测点做好体温监测和健康码亮码通行工作，协助社区
做好防疫宣传、科学防范知识普及工作，切实织密疫情
防控网格，成为社区疫情防控一线的新生力量。

王睿作为一名大学生志愿者，第一时间报了名，“疫
情防控工作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我们也是社区的
一分子，趁暑假有时间应该为家乡的防疫工作尽一分力
量，同时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社会实践机会。”

“志愿者的工作看似简单，却是乡亲们健康、安全
的第一道防线，我们多辛苦一点、细致一点，疫情传播
的风险就会更小一点。”志愿者小刘如是说。

闻募而动、迅速到岗、有序分工……一抹抹默默奉
献的“志愿红”闪耀在南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枣林街
道疫情防控一线，志愿者们奔赴在200多个大小楼院，
用实际行动守护着居民的安全，构筑出了最温暖、最动
人的风景。8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太感动了，从未受
过如此重视和礼遇，内心激动万千。”8月 11日，南召
县恒利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恒难掩激动
之情。他道出了南阳企业家的心声。

而这源于南阳近日针对企业家打出的一套“组合
拳”：就在前不久，新到任的南阳市委书记朱是西以挂
号信的形式，给全市 300名企业家每人邮寄一封热情
洋溢的信件，信件结尾还附上自己电话，这是南阳有史
以来第一次，极大地激发了企业家干事创业热情；南阳
还将每月16日定为全市“企业服务日”，专门为企业解
难题；前几天该市又印发了《关于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
的意见》（下称《意见》），对深入推进人才强市发展战略
和提升企业家队伍建设水平作出全面部署。

《意见》提出，实施企业家队伍壮大工程，完善企业
家引进扶持政策，实施企业家“种子培育”工程，培养新
生代企业家；实施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每年选送100
名左右发展潜力大、素质高的年轻企业家赴清华大学等
国内一流高校开展高端培训；实施企业家服务提升工
程，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完善企业家合法权益保障机制，
依法保护企业家人身权财产权，建立企业家维权制度，
建立企业家容错纠错机制；建立企业家正向激励机制，
设立“南阳市企业家节”。

《意见》中提到，到“十四五”末，南阳将培养造就
10名在国内同行业影响力较大、善于创新的领军型企
业家，100名富有朝气、锐意创新、潜心实干的新生代企
业家，1000名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为重点、具有行业
或区域影响力和发展潜力的成长型企业家，全面构建开
放包容、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企业家成长生态，造就一
支优秀企业家队伍，助力加快建设新兴区域经济中心，
为南阳高质量跨越发展提供有力支撑。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实习生 李卓
为）近日，记者从南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工业经济高
质量发展暨“万人助万企”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上
半年，南阳市工业经济平稳增长，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15.9%，居全省第二位，在全省的位次处
于近10年来最好水平。

据悉，上半年，南阳市工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高
成长性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3.2%、
17.2%；重点项目扎实推进，今年共实施投资 3000万
元以上重点工业项目 379个，总投资 1123亿元，今年
计划投资464亿元，上半年完成投资216亿元，占年度
计划的 46.5%；“三大改造”步伐加快，今年共实施“三
大改造”项目427个，总投资1012亿元，今年计划投资
452 亿元，上半年，427 个“三大改造”项目完成投资
236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52.2%。全市 3404名包联干
部，深入 5512家企业开展精准帮扶。目前，已累计收
集企业问题8482个，已解决问题5010个。8

本报讯（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廖涛 周坤）“县里
帮扶干部和镇党委、镇政府积极协调解决了上游水源
地污染的问题，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我们企业发展的
最大障碍！”近日，南召县本然山泉负责人沈春阳满意
地说。

今年 7月以来，南召县组织开展“万人助万企”活
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 16个派驻服务组，建立分包
领导库、包联企业问题库、包联企业责任库三个数据
库，形成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和任务清单，为精准化服
务、系统化改革夯实基础。同时，采取任务“提醒单”

“催办单”“警示单”形式，挂牌督办、跟踪问效、推动落
实，让企业安心发展、放心经营、舒心创业。

万人助万企，领导干部帮扶是关键。各级帮扶干
部深入分包帮扶企业走访座谈“把脉问诊”，了解企业

“成长的烦恼”和发展中“卡脖子”问题，靶向用力、精准
施策，诚心诚意帮助企业排忧解难。

截至目前，南召县各级领导干部分包企业507家，
其中市厅级领导干部分包12家，市直处级领导干部分
包128家，县四大班子领导干部分包62家，乡科级领导
干部分包305家。全县共排查出问题280个，其中110
个问题已现场办公解决，170个问题正在解决。8

南阳首创“企业家节”
每年挑选百名佼佼者赴清华等高校培训

南阳市

加快推动工业转型升级

南召

“把脉问诊”解难题

先进制造“挑大梁”，半年完成投资1280亿元

南阳打响项目建设“攻坚战”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实习生 李卓为

“你们这个项目技术参数设计有问题，
符合条件的只有几家，有排他性嫌疑，需要
重新修改标书。”“这三个项目实际上是一体
的，应该公开招标，不能化整为零规避公开
招标。”“这个项目为什么没有专家论证意
见？建议暂不上党委会。”……

近日，按照省纪委监委驻省工信厅纪检
监察组要求，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纪委聚
焦基建、采购招投标等腐败高发易发关键领

域、关键环节，探索运用精准教育提醒、精准
风险防控、精准监督延伸、精准制定制度“四
个精准”工作法，做深做实日常监督，护航学
院重大项目平稳顺利开展。

坚持挺纪在前、教育在先，通过定期召
开中层以上领导干部暨招投标项目负责人
廉政提醒会，及时为干部把好廉政关；紧盯
关键重点，精准靶向监督，聚焦“三重一大”
事项决策、干部选任、职称评审、招生考试等
高风险领域，强化常态化廉政风险点排查，
推动建立“学校、院系（部门）、科室”三级廉
政风险内控机制；延伸监督触角，推动关口

前移，召开招标代理机构廉政提醒会，签订
《招标代理机构廉政承诺书》，确保资金项目
安全、高效、廉洁；狠抓制度建设，深化标本
兼治，针对基建工程招投标、人才引进等高
校腐败易发多发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精准
制定《招标采购管理实施办法》《公开招聘工
作人员实施办法》等 38项制度，进一步织密
扎紧制度笼子，促进权力规范廉洁运行。

据悉，今年以来，驻省工信厅纪检监察
组先后开展现场监督 2次，督促召开专题项
目招投标部署会 6次，开展廉政谈话 900余
人次、给予提醒谈话3人次、党政纪处分2人

次，推动该校报备重大项目 17个，修订制度
6项，查摆廉政风险点 37个，制定防控措施
80个，转发典型案例60余起，签订重大项目
廉政承诺书13份，确保了学院重大项目依规
依法，平稳有序。

“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立足职能定位，
按照‘哪里容易出问题，精准监督就跟进到
哪里’工作理念，紧盯痛点、狠抓难点，强化
动态监控、实时预警，精准做好廉政风险防
控，持续推动制度创新，为学院高质量发展
保驾护航。”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纪委书
记李荣胜表示。 8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关键领域——

“四个精准”护航大项目

面对疫情新变化，南阳市发挥中医药特色
作用，在医圣故里迅速搭建了中医药抗疫“保
护网”，力防新冠肺炎疫情卷土重来。目前，全
市18家定点医院共配备89名中医师、102名
中药师，中药饮片储备充分。8 李栀子 摄

南阳防爆电机产业龙头卧龙电气公司生产车间。8 吴双 摄

方城中硬合金有限公司车间。8 李天斗 摄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

通红的钢材经过锻轧机“整形”，冷却
后精密加工为各种规格钢圈，在流水线上
装配好高精度滚珠，组装好的各类轴承产
品码成了一座座小山……8月 17日，河南
瀚瑞特轴承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公司负
责人向家君说，他们作为从沈阳引进的成
品轴承重点项目，总投资 3.3 亿元的两期
项目建成后，年产 2000万套精密轴承，年
产值可达5亿元。

在南阳方城县产业集聚区，以河南瀚
瑞特轴承为龙头的产业集群，已成为全国
四大轴承制造集聚地之一。从当初6家企
业迅速增加到61家企业，从生产轴承零部
件发展到特种轴承全产业链，方城轴承产
业的崛起，是南阳推进先进制造业引领项
目建设的一个缩影。

项目为王，产业立市。今年以来，南阳
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重大基础设施、现
代服务业、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等 8个
方面，谋划实施重大项目建设“上规”升
级。而汽车零部件、特钢、中医药等“主特
新”产业，成为项目建设的重中之重。

在近日进行的全市项目建设半年观摩
活动中，南阳交出了亮眼的答卷：上半年全
市1288个 5000万元以上重大项目完成投
资 1280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68%。其中，
新开工783个项目，已开工682个，开工率
87.1%；97 个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407.6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73.4%，实现了时间、
任务“双过半”。

“南阳与先进地区的差距，主要差在工
业、弱在企业，要实现高质量跨越发展，工
业必须强，制造业必须立起来、挑大梁。”南
阳市委书记朱是西提出，立足“十四五”开
局，围绕打造新兴区域经济中心这个目标，
南阳要实施“项目建设攻坚年”，加快推动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在应对挑战中突出重
围，在区域竞争中赢得主动地位。

南南阳阳：：
中药中药方剂为抗方剂为抗““疫疫””助力助力

大小楼院的一抹抹“志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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