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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实施满负荷生产财政奖励政策，对二季度满负荷生产

的规上工业企业进行 10万元—20万元奖励；全面落实保障物

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措施，确保防控不失守、物流不受

阻；将去年总产值30亿元以上的工业企业、30条重点产业链关

键节点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纳入省级服务保障范围……6月

24日，笔者从舞钢市获悉，该市专门出台实施方案，切实帮助企

业渡难关、稳生产，助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察势者明，趋势者智，驭势者胜。今年以来，舞钢市坚持“守底

线、抓重点、促发展”总体工作思路，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就高”定目标、“就低”固底板、“从细”明措施、“从严”抓调度，

全市发展呈现直道冲刺、弯道超车、换道领跑的强大势头。

今年一季度，舞钢市生产总值完成41.3亿元，增长8.3%；

1—5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4.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2.2%。其中，生产总值、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均居平顶山市12

个县（市、区）第1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居第2位。

舞钢：优势再造强动能 提质增效促发展
□郭风丽 石少华 王晓磊

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兴了一个产
业。6月 24日，舞钢市庙街乡人头山村红石崖
的白茶基地里，片片翠绿的茶叶长势喜人。这
里不仅是集茶叶种植、采摘、制茶为主业的绿
色生态园，也是全国白茶种植的最北端。

依托良好自然生态禀赋，庙街乡大力发展
白茶种植 1100余亩；“玲珑山白茶”通过绿色
食品标准许可，并以纬度最高的白茶独特品
质，在厦门第二十一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上
喜获金奖，叫响“江北第一白茶”品牌。

白茶产业的兴起，也使昔日闭塞贫穷的人
头山村迎来“蝶变”。“我们今年 3月份成功创
建了3A级景区，越来越多的村民返乡创业，收
入一天比一天高。”谈及如今的变化，该村党支
部书记韩帅远喜笑颜开。

“要想促进农业发展，必须‘走特色化路，
打差异化牌’。”舞钢市蔬菜产业发展中心主任
陈丽介绍，该市围绕“鸽、茶、菌”等特色产业，
推动产业规模化、绿色化、品牌化，积极创建省
级甚至国家级农业现代化示范园区、全国绿色
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推动现代农业产业
提速提质提优。

——围绕肉鸽产业，该市依托河南天成鸽

业有限公司辐射带动 18家企业、8家合作社，
受益脱贫群众近万人、户均增收1500元以上；
扶贫项目资产增加村集体收入 2223万元，户
均增收 3000元以上；全年繁育推广种鸽 50万
对，年出栏乳鸽 930 万只，鸽蛋 710 万枚以
上。2021年全市鸽业年产值达2.89亿元。

——食 用 菌 产 业 以 该 市 尹 集 镇、尚 店
镇、杨庄乡、庙街乡为主，香菇、平菇生产规
模达 1700 万棒（袋）、鲜菇 14000 吨，实现从
菌种研发、菌棒制作到休闲菌品、有机肥生
产等跨境电商全链条化发展，年产值达 1.3
亿元。

6月 15日，河南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舞钢分院、饲料营养河南省工程实验室“肉鸽
营养实验室”在舞钢市揭牌落户，标志着双方
将按照校地合作的舞钢模式，加快实施创新驱
动、全方位推进乡村振兴。

“下一步，舞钢市将按照稳住经济大盘要
求，努力做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
要安全’，把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摆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力争实现‘双过半’，奋力冲
刺‘全年红’，以高质量发展书写舞钢担当作为
新篇章。”舞钢市委书记刘文祥说。

6月 24日，走进舞钢硕基实
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
用舞钢公司生产的特厚钢板加
工锂电极片辊压机设备。该公
司是全省唯一一家生产锂电极
片辊压机的企业，产品全国市场
占比率达到15%。

“我们依托舞钢公司优势，产
品运输成本低、生产周期快，今年
前5个月产值已突破7000万元，
预计今年将达到 1.5亿元以上。”
该公司负责人冯志超高兴地说。

硕基实业是舞钢市围绕“一
黑一白一绿”（特钢及特种装备
制造、精纺及纺织、文旅康养及
现代农业）主导产业，进一步延
链补链强链，促进企业产能扩
大、产品提质、产值增加，提升产
业整体创新力和核心竞争力，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写照。

“我们围绕主导产业，谋划实
施总投资501亿元的128个延链
补链强链项目，建成承接国内产业
转移的重要基地，为‘借势发展、借
势超车’积聚内生动力。”舞钢市发
改委主任谢辉说，该市树牢“大抓
产业、抓大产业”的鲜明导向，立足
产业优势，加快推进纺织服装产业
园、冶金新材料产业园、返乡创业
园、静脉产业园、鸽业产业园、南部
工业园、科技创新产业园等8大园
区基地建设，做到扬长避短、扬长
克短、扬长补短，持续走好质量更
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得以
充分释放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围绕特钢及特种装备制
造，该市依托舞钢公司加快推进
合创锻件、复合坯、废钢加工基地
等重大项目建设，不断延链补链
强链，带动更多项目接踵而至。
舞阳矿业冶金新材料钒氮合金项
目是以舞钢市新材料基地建设为
依托谋划的又一非矿产业项目，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成为该市依托
特钢及特种装备制造产业打造上
游冶金新材料的主阵地；通过与
安钢集团开展深度合作，该集团
将投资不低于 50亿元在舞钢市
建设集创新研发、生产制造于一

体的高标准冶金新材料产业园
区，同时，推进风电塔筒制作、桥
梁钢深加工等合作项目落地，致
力于打造功能完善、专业突出的
钢铁及非钢产业研发创新基地；

——围绕精纺、原棉、仓储物
流三条产业链，舞钢市大力培育
银龙集团、云龙纺织、宇龙纺织、
裕泰纺织等企业，推进产业规模
持续提升。该市采用“腾笼换凤”
的方式，激活了“沉睡”10年之久
的纺织产业园项目。目前，总投
资 10亿元的金源制衣针织服装
项目一期完成投资2.8亿元，部分
生产线已投入使用；同在产业园
区、年产10万吨针织布的银龙家
纺项目也正在紧张施工中；

——围绕加快发展文旅康养
及现代农业，舞钢市紧盯全域旅
游示范区创建，坚持全区域打造、
全业态培育、全链条拓展、全时段
畅游工作方向，升级改造了 100
公里国省环线干道、76条背街小
巷和 10个老旧小区、游园广场，
全域“四好”农村路、全域农村排
前路、石漫滩湿地公园基本建成，
11.3公里环湖南路以及8条新建
道路路灯全亮；姬庄百草园景区、
楼子沟休闲运动世界成功创建为
3A级、2A级旅游景区，二郎山、
灯台架成功创建三钻级智慧景
区；郑大五附院舞钢分院在舞钢
市中医院挂牌成立，充分发挥郑
大五附院在康养技术方面的龙头
作用，推动舞钢市文旅康养事业
的新发展；天成鸽业创成全国唯
一的肉鸽养殖标准化示范区，千
宝茶业、金菇菌业创成市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舞钢市荣获全省首
批乡村振兴战略示范县……

一系列战略谋划效应的不
断释放，为舞钢市努力实现“时
间过半、任务超半”目标注入了
强劲动力。据统计，今年前 5个
月该市16个省重点和35个平顶
山市重点项目全部开工建设，完
成投资 70.4亿元，占年度投资目
标的 50.9%，完成投资额位居平
顶山市各县（市、区）首位。

6月 23日，总投资15亿元的公铁
智慧物流港项目一派繁忙景象，工人
们正忙碌着将新疆运来的棉花卸车
入库。

“我们一期项目今年 2月份建成
使用后，目前棉花储存量在 3.5 万
吨。”该项目相关负责人韩红全介绍，
今年 6月底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舞
钢市原棉仓储能力将达到35万吨，成
为国内棉花仓储能力最大、资格最全
的原棉仓储基地。届时，这里将形成
集全国棉花及精纺仓储、物流、配送、
期货、交割、保税等于一体的完整产
业生态链条。

作为省重点建设项目，公铁智慧
物流港从 2021 年 8 月开工建设，到
今年 2月份一期项目投产达效，项目
建设“加速度”得益于舞钢“一站式”
服务。

“舞钢在全省率先成立投资项目
‘一站式’服务中心，为公铁智慧物流
港项目从土地规划、施工规划、建设
规划等方面提供高效服务，1个月就
完成了所有手续，保障了项目加快投
产达效。”舞钢市投资项目“一站式”
服务中心负责人说。

截至目前，“一站式”服务中心覆
盖全域的代办队伍，共研判项目 66
个，为碧桂园等6个项目提供了“联测
联验”“交验即交证”“交房即交证”等
集成服务。

抓经济、促发展，关键在营商环
境的持续优化。今年以来，该市牢固
树立“服务好现有企业就是最好的招
商”理念，以效率效能最高、项目建设
成本最低、产业生态链保障最好为目
标，发挥企业服务员制度、企业家协
会、服务驻外商会专班、服务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专班、产业发展遗留
问题处置专班、非法集资问题楼盘处
置专班“一制度一协会四专班”作用，
实现拿地即开工，验收即拿证；加大
降低税费、融资、物流、要素、机制“五
降成本”力度，打造有机融合、良性循
环的全产业生态链。

金基业重工是一家生产防护门、
煤矿液压支架的民营企业。尽管产
品供不应求，但由于退城入园和疫情
影响，企业资金一度陷入困境。正在
发愁之际，1700万元的企业融资不仅
解了企业燃眉之急，更助力 5月份实
现2000多万元的销售额，一举超过前
4个月总和。

“企业生产设备、原材料、应收
账款、专利权等进行统一登记公示
后，都能以抵押或质押方式向银行
进行融资。”人行舞钢支行行长谢浩

然说，聚焦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
难”问题，今年以来，该市在平顶山
市率先推行动产融资新举措，把动
产和权利担保融资作为突破口，积
极推动“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
统”应用，促进中小微企业健康发
展。目前，该市 70 家企业在动产融
资系统登记，登记资产 28 亿元，共
发放贷款 11.64亿元。

舞钢市还深入推进“万人助万企”
活动，严格落实县级领导分包企业和
服务员制度，全年新增包联企业 227
家，完善企业投诉办理机制，切实帮助
企业解决共性难题和个性问题，截至
目前，新收集的18个问题全部解决，满
意率100%。今年疫情期间，该市开辟
了闭环护航“绿色通道”，累计为辖区
200余家企业“护航”运输车辆13万台
（次），保证企业不停产、不减产。

“一黑一白一绿”主导产业优势再造

产能扩大、产品提质、产值增加

舞钢公司电炉生产车间，正在往炉内添加铁水。 任凯 摄

舞钢银龙集团是全省最大的民营棉纺企业。舞钢市庙街乡引进种植的“玲珑山白茶”，收获季节采茶忙。

远望二郎山山水。

秀美舞钢秀美舞钢。。 周利民周利民 摄摄

服务好现有企业就是最好招商效能最高、成本最低、保障最好

特色产业提速提质提优

产业规模化、绿色化、品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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