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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

前7个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580多亿元

平顶山

3家单位入选省第二批化工园区

“1+1+N”协作监督

保障防疫防汛“双线战”落地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督查

切实为企业减负

平顶山以项目建设为着力点

“五链”耦合打造全生命周期创新生态 本报讯（记者 薛迎辉 通讯员 王桂星）8月 24日记者
获悉，1—7月份，平顶山市重点项目已完成投资 584.2 亿
元，占全年计划的64.5%。

据了解，今年该市第一批重点项目共计322个，总投资
4215.6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905.5亿元。

新 开 工 项 目 完 成 投 资 154.3 亿 元 ，占 全 年 计 划 的
55.7%。其中，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公司己内酰胺技改
扩能项目、G234兴阳线改建工程、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扩建
工程、平煤神马集团科创中心、平顶山学院创业创新园等
100个项目已经开工建设，开工率75.2%。

拟 建 成 项 目 完 成 投 资 123.5 亿 元 ，占 全 年 计 划 的
76.4%。其中，平煤神马聚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13万吨/年
二酚基丙烷项目、双鹤华利药业迁建项目、叶县官庄 40兆
瓦风电项目、鲁山将相河水污染治理及湿地建设工程、宝丰
县人民医院改扩建工程、市中心血站整体搬迁项目等15个
项目基本建成投产（用）。

续建项目完成投资 306.3亿元，占全年计划的 65.6%。
其中，河南神马印染有限公司年产 8万吨尼龙化纤印染项
目主体及内外粉刷已完成；市国际物流产业新城项目幼儿
园、车库已建成，安置房基础施工完成；鲁山县静脉产业园
项目生物质发电已经试运行。8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防汛物资抓紧时间发放到位；一定要将群众的生命安全放
在第一位，同时也要注意自身安全防护……”8月 22日，平
顶山市新华区焦店镇龙门口村防汛一线，新华区纪委监委
监督检查组人员向村干部说。

面对疫情防控和防汛救灾的双重考验，平顶山市新华
区依托“1+1+N”协作监督机制（1名班子成员+1名监督检
查室人员+N个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镇纪委、街道纪工委
书记），成立监督检查协作组，既当监督员，又当战斗员。

“我们严肃查处工作中履行责任不力，搞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擅离职守、失职渎职等行为，以铁的纪律为防疫防
汛工作提供坚强保障。”该区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说。

连日来，监督人员深入一线，实地查看小区村口卡点、
宾馆饭店、诊所药店、桥涵、群众危房、地下停车场等风险隐
患区域，通过询问、实地察看、检查值守记录等形式，全面排
查防疫防汛工作落实情况，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

截至目前，新华区纪委监委共开展监督检查196次，监
督检查单位、重点场所285个，排查问题隐患75处，并现场
督促立行立改。8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薛迎辉）8月23日记者获悉，省应
急管理厅、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
厅近日联合发布省第二批化工园区（化工特色产业园）名单，
平顶山市3家单位入选。加上去年入选省第一批化工园区
（化工特色产业园）的3家单位，该市入选单位增至6家。

此次公布的第二批省化工园区（化工特色产业园）共有
20家，平顶山市入选单位有2家，分别为汝州市产业集聚区
（化工园区）和宝丰县煤炭循环经济产业园，入选省化工特
色园区的是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化工园区）。

据了解，去年 11月，该市入选省第一批化工园区的 3
家单位分别为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石龙产业集
聚区、叶县产业集聚区。8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近日，平顶山市卫东区纪委监委督导组来到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督查“双随机、一公开”工作开展情况。“你单位涉及检
查事项 50项，已完成 2项，其余各项要立即实施。”督导组
人员说。

8月 11日以来，卫东区纪委监委由党风政风监督室牵
头，组成 4个督查组，通过听取汇报、座谈交流、查阅资料、
实地走访等形式，对本区15家重点单位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工作专项督查，助力“万人助万企”活动高效开展。

“此次开展对‘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督查，我们
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督查中发现的问题，旨在加快转变
政府职能，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平顶山市卫东区
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朱晓鹏说。

据介绍，该区将重点督查组织机构领导小组建立情况、
2021年度“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开展情况、“一单两
库”建立情况、跨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开展
情况等 4个重点内容，对落实不到位的事项将建立工作台
账，进行重点跟踪督查，督促任务落实。8

□本报记者 张建新 薛迎辉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工人或在进行土
方施工，或在搭建钢架厂房，或在调试生产
设备……8月 24日，在平煤神马集团各项
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

今年以来，平煤神马集团牢固树立“项
目为王、实干为先”的理念，把项目建设作
为转型升级的主要抓手，密集布局 44个强
链补链延链的优质项目，加快由传统能源
化工企业向新能源新材料企业转型。

平煤神马集团是平顶山市转型发展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平顶山以项目建设为着力
点，强化担当精神、落实责任分工，推动产业
链、创新链、供应链、要素链、政策链“五链”深
度耦合，通过打造全生命周期的创新生态，在
为企业生产和创新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有
力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强链延链补链
“链”稳方能“业”安

8 月 23日，位于宝丰县前营乡的平顶
山优然牧业公司内，数千头奶牛正在悠闲
地吃着牧草。

“这些牛奶就是从它们身上挤下的，很
快就会被送到石桥镇的伊利乳业公司。”优
然牧业负责人介绍，公司是 2019年招商引
资项目，也是伊利乳业的上游产业链项目。

从加工乳制品到种植牧草、饲养奶牛，
宝丰县不仅为企业减少运输成本、扩大了
就业，也拉长了乳制品加工产业链条。

如果说，优然公司招商是农业产业方
面的延链补链，那么在中国尼龙城，则续写
着尼龙化工产业的强链延链补链故事。

走进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公司，随
着 20公里外的首山化工氢气源源不断输
入，作为尼龙 66原料的己二酸被大量生产
出来。

尽管中国尼龙城尼龙66及切片产能亚
洲第一、工业丝帘子布产能世界第一，产品
广泛用于安全气囊、巨型轮胎、高铁轨距挡
板等，但作为重要原料的氢气一度需要购
买。为提高煤气利用率，尼龙科技与同为
平煤神马旗下的首山化工合作，氢气不仅
得以回收，更保证了原料供应。

在做强尼龙 66的同时，平顶山也在不
断补链延链补齐尼龙 6的短板。随着己内

酰胺项目上马，尼龙科技又成了民用丝尼
龙6产业的上游企业。

从尼龙科技出发，己内酰胺溶液顺着
1.5 公里的管道，流进平顶山三梭尼龙公
司，转变成年产量 7万吨的尼龙 6切片；切
片又直供给相距 500米的河南锦纶科技公
司，变成年产量10万吨的尼龙6民用丝；这
些民用丝运到不远处的锦华新材料公司，
用以生产高档锦纶面料，从而实现了己内
酰胺—尼龙 6切片—民用丝—锦纶面料的
全产业链发展。

通过强链延链补链，中国尼龙城不仅实
现了工业丝尼龙66和民用丝尼龙6的齐头
并进，拉长了尼龙化工产业链条，更在内部
实现了产品循环，有力保证了供应链稳定。

依靠科技创新
破解卡脖子难题

8 月 23日，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集
聚区，平煤神马己二腈项目正抓紧推进，预
计2022年投料试车。

己二腈是生产尼龙 66的关键原材料。
目前，世界 90%以上己二腈产能集中在欧
美地区，且均为生产商自用，只有少量投放
市场，全球己二腈市场长期趋于紧张状态。

今年初，注册资本为3亿元的河南神马
艾迪安化工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建设年产
20万吨（一期 5万吨）己二腈项目。该项目
将补上平煤神马尼龙产业链上己二腈自主

生产这一关键环节，打破我国己二腈长期
依赖进口的现状。

为破解己二腈卡脖子难题，该集团神
马股份与国内多家院校和科研单位加强合
作，全面发力己二腈生产技术的突破，最终
完成了己二腈商业化生产的技术攻关，取
得了己二腈商业化生产自主知识产权。

己二腈技术的突破，正是平顶山市推
进的科研成果从平台到中试到产业化。同
时，围绕创新链，该市实行重大科研项目

“揭榜挂帅”，大力推进关键性核心技术、卡
脖子技术攻关。

252千伏真空灭弧室及真空断路器研
制、550千伏新型断路器研制、800千伏GIS
电站振动异响研究……

2月17日，平高集团首次张榜公布4个
公司级“揭榜挂帅”重点科研项目，面向全
公司招聘科研项目负责人。3月 10日，魏
建巍等 4个攻关团队的主要负责人成功揭
榜，并与集团公司签订责任书。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企业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人。实行

‘揭榜挂帅’的最终目的，是让有能力的领
军人才有机会‘揭榜’，‘挂帅’出征。”平高
集团科信部负责人说。

近年来，平顶山推动科技工作从“管理
型”向“服务型”、从“扶持型”向“引导型”转
变，市委、市政府领导分包重大科技创新项
目和重要科技型企业，156名首席科技服务
员对接全市282家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

术企业，指导企业用好用活科技创新政策，
营造了良好的创新生态，让创新者敢于创
新、安于创新、乐于创新。

“万人助万企”
强化政策要素保障

“真是太方便了，没想到在银行也能办
理营业执照。”8月 13日，在农行宝丰县支
行营业部政务服务代办网点，河南韵蒙好
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亢纪纲领到了全市首
张“政银通办”营业执照。

“不仅营业执照，税务登记、企业参保
等手续也可在银行办理，以‘数据跑路’代
替‘群众跑腿’，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
务’。”该县行政服务中心主任韩非说，这既
是简政放权优化服务，也是结合“万人助万
企”开展的创新之举。

“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以来，平顶山
市切实强化生产要素保障，对接企业需求，
创新方式方法，主动上门服务，着力破解企
业融资、用地、用工等问题，扎实做好水电
气热等保障工作，降低生产要素成本，助力
企业轻装上阵。

对于企业融资，平顶山金融局牵头实
施要素保障优化工程，定期召开专班会议，
对 175个重点项目和尼龙城重点企业融资
对接情况进行跟踪督导，定期组织开展银
企对接（签约）活动，确保年底全市金融机
构新增表内贷款200亿元；

在人社政策惠企助企方面，该市人社
局成立工作专班，深入企业和基层一线，了
解制约企业发展的政策性、机制性、普遍性
的堵点痛点，建立问题清单，解决企业在招
才用工、“订单式”培训、社保缴纳等方面的
突出矛盾和问题。

平顶山汝州市产业集聚区（化工园区）
等3家单位，近日入选河南省化工园区名单
（第二批）。化工园区的获批，也是该市针对
化工企业发展的制约难题，从政策链的共性
层面对企业开展的“万人助万企”活动。

“围绕政策链，要深入调研跟踪，做好
政策储备，保持稳定性，增强灵活性，做到
预调精调适时调。”平顶山市市长赵文峰表
示，只有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要素
链、政策链“五链”耦合往下伸、往细做、往
实里走，打造全生命周期的创新生态，才能
为企业生产创新做好优质服务，助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8

□本报记者 张建新 薛迎辉
本报通讯员 石少华

全村成立 68 家公司，辐射带动周边
300多家企业；2/3的劳动力参与，2020年
全村人均收入 2.2 万元；项目遍布全国各
地，年创收5000多万元……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丘陵小村，缘何将
“地坪”产业做得风生水起？

8月 18日，记者走进了位于宝丰县商
酒务镇韩庄村的地坪产业园。因为疫情，
宝丰县远达地坪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赵锋
印难得清闲一回，一边喝着茶，一边看着 3
部手机里来自全国各地的信息。

“赵总可是俺村的传奇人物，也是地坪
产业的领军人物。”该村党支部书记李勇刚
风趣地说，“他可是啥都敢干、从来不服输，

人送外号‘赵疯子’！”
“说出来估计恁都不信，我打小就爱折

腾。”52岁的赵锋印打开话匣子，“初中毕业
后，织过袜子、养过蝎子、摘过棉花、卖过
菜……赔光了积蓄还欠了银行好几万元。”

正是这个村民眼里“干啥啥不成，弄啥
啥不中”的人，却成了全村的致富带头人。

“2009年我在上海打工时，发现一种叫
‘混凝土固化剂’的化学品一吨竟然卖到20
万元！”赵锋印看到了商机。但只有初中学
历的他，搞科研谈何容易？

凭着几包样品“依葫芦画瓢”，院里院
外的路面成了赵锋印的“实验室”，每天最
少配比 20次。妻子李艳茹曾抱怨他“家里
大小事儿不管，整天神经兮兮，对着几包

‘粉面’发呆。”
经过半年多反复实验，2010年 6月的

一天早上，赵锋印终于成功了。回想起那
一刻，至今他仍掩饰不住兴奋。

在获得市场认可后，2011年，赵锋印创
办了远达地坪公司，从事起了固化剂、修补
剂生产销售，磨片研发等业务，并将业务做
到了全国各地。

先富带后富，致富不忘乡邻。赵锋印
创业致富后并没沾沾自喜。韩庄村全村
1750口人，人均耕地不足1亩，农民生活困
难。地坪产业利润大，何不借机鼓励大伙
儿抱团发展？

免费传授技术，先垫付设备材料款。
2015年起，在赵锋印的带动下，韩庄村地坪
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逐渐成为响当当
的“地坪村”，地坪产业也被“带入”宝丰县
十二大产业链。

“如果没有赵总提供的 6万多元帮助，

俺也没有今天。”该村村民、宝丰县积建地
坪有限公司负责人赵长路感激地说。

聘请技术员，成立宝丰县建筑装饰地
坪协会，赵锋印一直在思考如何把产业做
大做强。正是看到了地坪产业的发展前
景，在“万人助万企”活动中，该县不仅成立
了“地坪磨片产业链”服务专班，从科研人
才、资金用地等方面给予支持，还规划建设
了占地 30亩的地坪产业园，助力产业扩大
招商，补齐发展链条。

引进的金刚砂全自动生产线、自流平
水泥以及环氧地坪漆生产线正在建设，水
电、道路等基础设施即将完工……“有了县
里的支持，我们更有底气了。下一步，将加
大无机磨石板、研磨机等领域的研发，为韩
庄村地坪产业发展继续出力。”看着正在建
设中的产业园，赵锋印信心满满。8

返乡农民搞“科研”丘陵村蝶变“地坪”村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张宏怡

8月25日，记者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获悉，“十
四五”期间，该集团拟投资120亿元，强力推进3GW
光伏电站项目，以实现“双碳”目标和战略转型。

近年来，该集团加快由传统能源企业向新能
源新材料企业转型，已先后建设分布式、集中式光
伏电站近300兆瓦。

据介绍，3GW光伏电站项目将依托该集团内
部现有屋顶、工业空地、荒山荒地等场地，上下游
客户、对口扶贫点、合作院校等关联方以及开拓外
部市场等三种方式，各建设1GW光伏电站。项目
建成后，每年可实现光伏发电30亿度，占该集团总
用电量的35%，企业绿色转型迈出重要步伐。

图为该集团一矿矸石山变身光伏发电站。8

““阳光阳光””产业产业
荒山生荒山生““金金””

近年来，宝丰县在赵庄镇、石桥镇和肖旗乡建立渔具电商
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带动全县渔具电商产业做大做强。目前，
该县已有渔具电商企业120余家，直播带货主播近200人，主
销产品100多个，培育本土品牌18个，授权销售品牌80多
个，带动就业1万多人，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渔具电商产业链。
图为赵庄镇村民正在利用机器串太空豆。8 秦亚涛 摄

小鱼竿“钓”出大市场

世界一流的尼龙66复捻帘子线生产线。8 平煤神马集团提供

尼龙科技公司双30万吨己二酸己内酰胺项目。8 平煤神马集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