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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马市：“项目为王”挺起产业脊梁

“十四五”开局之年，义马市以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立足区位、产业优

势，坚定不移走产业转型升级道路；

以项目建设为抓手，躬身入局，深度

融入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

以加速产业集聚为切入点，找定位，

求突破，打造独具特色的四大产业集

群；以技术创新和产业革新为突破

口，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破解发展难

题，为工业企业注入新的活力。全市

上下正在高质量建设现代化义马征

程上换道提挡、阔步前行。

□苏浩然

项目建设

积蓄发展动能

坐上火车，踏上旅程，10月 15日，满载着 1500
吨煤炭的首趟列车，抵达义马市“一带一路”区域性
大宗商品物流中心国家级豫西煤炭储备基地的一期
常村建成区。经过装卸、堆配等流程，在储配仓内堆
起一座煤山。不久，经过“加工”的煤炭又将启程，发
往周边地区。

9月 17日，三门峡市政府与河南能源化工集团
签订了全面深化长期合作框架协议；9月 18日，开祥
化工年产 10 万吨 PBT 系列产品项目开工；10 月 8
日，义马市“一带一路”区域性大宗商品物流中心国
家级豫西煤炭储备基地近期北露天储备区开工建
设，透过时间线看发展，各类重大转型项目密集签
约，项目建设紧锣密鼓，已建成项目产销两旺……今
年以来，义马市坚持“项目为王、企业为本”的发展理
念，突出工业主导地位，牢牢抓住项目建设的牛鼻
子，以点带面，升级产业，让项目落地、优势“变现”，
为经济发展积蓄强大动能。

曾经煤炭开采业一柱擎天的义马市，如今正借
助区位优势和政策机遇，谋划实施重大转型项目。
在北露天矿区，听不远处列车疾驰而过。这里曾经
是煤炭开采留下的矿坑，未来将建成全国重要的能
源战略储备基地。项目包括煤炭储备工程和铁路专
用线工程两大部分，总投资约37亿元，预计建成后，
总体煤炭吞吐规模能达到 4000万吨/年，静态储备
能力达到 300万吨/年，建成后将成为该市“北煤南
运、西煤东运”运输格局的关键一环。

作为义马精细化工行业的“老字号”，河南开祥精
细化工有限公司在该产业链条上深耕多年，如今，在
政策引导下，该公司又将发展目标瞄向纺丝和可降解
材料领域。为了推动项目落地，义马市先后多次同河
南能源对接沟通，初步谋划出总投资131亿元的可降
解材料相关项目13个。目前，河南开祥精细化工有
限公司年产10万吨PBT（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二
期项目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当中。该项目年可联产
PBAT（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8万吨、PBS
（聚丁二酸丁二醇酯）6万吨。据项目负责人介绍，建
成后，义马将成为国内总产能最大的PBT生产基地，
预计年产值可达 14亿元，产品广泛应用于纺丝、光
缆、薄膜、可降解塑料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

谋划一批、签约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盘活
一批，今年，义马扎实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坚持
大员招商、节会招商、园区招商，先后赴清华大学、郑
州大学、中车、中化等科研院所和企业，有针对性地
开展对接交流，当好帮企惠企的“店小二”，项目建设
再掀新高潮，储备签约项目源源不断。截至目前，义
马市新开工项目 37个，总投资 116.53亿元，新投产
项目 18个，总投资 40.27 亿元，新盘活企业 4个，总
投资 5.95 亿元，新签约项目 28 个，计划总投资
196.38 亿元，新谋划项目 49个，计划总投资 291.88
亿元。“未来，我们将持续在签约项目落地快、落地项
目开工快、开工项目建设快、建成项目达产快上下功
夫，加速推动义马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为全省实现

‘两个确保’贡献义马力量。”中共义马市委书记、义
马市煤化工产业集聚区党工委书记何军表示。

从一系列“国”字号项目落地、开
工建设，到新材料、新兴医药等产业建
成投产，不难看出，义马市正下着一盘

“加速产业集聚，建设产业基地”的大
棋。今年年初，该市从区位、产业、资
源优势出发，提出了要建设包括全国
重要的能源物流基地、纺丝和可降解
塑料基地、中车在中原地区的重要生
产基地、全省占有一席之地的新兴医
药基地在内的四大产业基地的构想。
聚焦这个战略目标，义马除了在招商
引资、借用外力上下功夫，还苦练内
功，加快构筑产业高地，推动经济发展
迈向高质量。

河南羲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作
为一家以高端农药及医药中间品为
主的医药企业，从 2020 年 11 月开工
建设，不到一年时间就交出了不俗成
绩单。目前，该公司三条生产线已经
全 部 启 动 ，满 负 荷 生 产 能 力 达 到
2000 吨/年，产品大多销往海外。然
而，就是这样一家医药型企业，却和
产业园区内的其他企业有着密切的
联系。该公司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废水、废渣、废液收集、加工，变废为
宝产出脱硫剂，不仅让整个生产过程
实现了零污染、零排放，还成为园区
内其他化工企业的“近水楼台”。同
样是医药产业，复寿堂药业河南有限

公司从完成收购重组，到生
产 经 营 步 入 正 轨 ，如
今，盘活重组的复寿
堂药业已经拥有了
18个药品生产批
准文号，其生产
的中药丸剂、口
服 液 等 产 品 市
场反响良好，预
计全年可实现产
值 3000万元。

依托一个好项
目 ，带 动 一 个 大 产
业。以河南羲和化工
科技有限公司和复寿堂药
业河南有限公司为新兴医药产业战
略基点，义马市正依托达产项目，强
筋健骨，串联起产业上下游，打造产
值超 100亿元的新兴医药基地；以河
南中车重型装备有限公司为龙头，义
马市在推动中车重型装备扩产扩能
和协调引导企业扩大产业布局上下
功夫，先后赴中国中车、中车株机协
调对接，打造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
群，促进河南中车重装轨道交通产业
实现更大发展，成为国内重要的轨道
交通装备生产基地；以义马市“一带
一路”区域性大宗商品物流中心国家
级豫西煤炭储备基地建设为契机，打

造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
能源物流枢纽，进一

步巩固、提升河南
省能源战略储备；
以河南开祥精细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为 主 体 ，推 动
PBT 项 目 建
设 ，不 断 延 伸
精 细 化 工 产 业
链条，为打造全

国重要的纺丝和
可降解材料基地打

下扎实基础。同时，
中化蓝天氟材料公司在河

南义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
的双向拉伸聚氟乙烯膜产品试验圆
满成功，为壮大新材料产业提供了技
术支撑。

“只要企业定了干，一切手续政
府办。”在体制机制和要素保障上，义
马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惠企便企措
施。今年，义马市拿出了观摩点评等
五大工作机制作为推动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机制保障，搭建产业转型孵化
平台，配套建设了供水、供热、雨水、
污水、通信等各类管网，推动标准化
厂房建设，为企业生产经营解除后顾
之忧。

在位于义马市煤化工产业集聚区的河南千秋新
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内，几位技术人员正在实验
室内做产品精制、提纯，做新产品开发。

“从立项到达产，这些来自郑州大学的技术人员
提供了全程的技术指导。”据该公司副总经理郭连峰
介绍，公司从 2019年便开始了校企之间的合作，这
也让企业在该技术领域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河南千秋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
醇基燃料和有机催化剂为主的环保型化工企业，产品
主要应用于生物医药、化工等领域，靠着和西安交通大
学、郑州大学的校企合作，以及在产品研发方面的投
入，在有机催化剂生产上取得了技术突破。在今年举
行的河南省第十届创新创业大赛上，获得了初创组第
三名的成绩，正积极备战“国赛”。

技术创新带来的不仅仅是荣誉，同样带来的是
企业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公司目前市场前
景非常好，正在推进和省内外相关企业合作事宜。”
郭连峰说。

管中窥豹，在义马，依靠科技创新尝到发展“甜头”
的企业远不止这一家。河南亿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注做高端污水处理国产化的企业，产品广泛应
用于冶金、矿山、化工等领域。“当前国内战略性生产企
业的仓库清一色地堆满了国外产品。”长期以来，絮凝
剂的生产技术一直牢牢攥在德法美等国家手里，这让
亿群环保技术创始人彭益云萌生了攻克相关技术，打
破国外垄断的想法。“现在公司的技术已经成熟，相比
同行，产品性价比更高，市场前景广阔。”通过技术研发
和创新，亿群环保也已经在行业内占据一席之地。

作为豫西地区重型装备制造行业龙头，这两年，
河南中车重型装备有限公司每年都会拿出 1000万
元-1500万元资金用于技术创新和工艺改进，目前，
该公司车端箱等高端电器类产品也已开展前瞻性技
术研究，“一箱两座”、防寒材等6项轨道交通产品实
现义马本地批量化生产，产品工艺和自动化控制水平
不断提升，企业也迅速脱困，扭亏为盈。

搭建创新平台，优化创新环境，培育创新主体，提
升成果转化。据义马市科学技术协会负责人介绍，该
市搭建起“校企”“地企”合作桥梁，给予科技创新型企
业政策和资金上的帮助，通过科技创新，孵化出精细化
工、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小巨人”和“领头羊”。截至目
前，该市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1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数量9家。新型研发机构1家，省级工程研究中心
3家，省级技术研究中心6家，院士工作站1个，博士后
工作流动站1个，市级工程技术中心4家，市级企业研
发中心3家，市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和市级农业科技
创新示范基地各 1家，各类创新型科技人才 809余
人。科技创新，正成为义马产业发展新的增量。

产业集聚 加速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

激发产业活力

新城远眺 张文革 摄

在国家级豫西煤炭储备中心常村建成区，自动化设备
正在对煤炭进行堆配 苏浩然 摄

河南中车重装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对生产的砂箱进行
打磨 王博 摄

彩云罩开祥彩云罩开祥 佟小军佟小军 摄摄

河南千秋新能源有限公司河南千秋新能源有限公司
正在做产品试验正在做产品试验 苏浩然苏浩然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