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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船要行稳致远，

重大项目既是“稳定器”，更

是“推进器”。今年以来，商

丘市抢抓有利时机，强力推

进重大项目加速跑，一个个

已建或在建重点项目储备潜

能、集聚后劲，商丘大地处处

奔涌着项目建设的热潮。近

日，记者探访商丘市多个项

目建设现场，到处是工人们

忙碌的身影。

今年1至6月份，商丘市

成功签约项目343个，总投

资2431.3亿元；谋划储备省

级重点项目271个，总投资

5806亿元；第五期“三个一

批”项目建设活动，商丘市签

约项目 41个，开工项目 93

个、投产项目90个，合计总

投资167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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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
梦珂 通讯员 王长京）7月 23日，记者获悉，据国家统
计局商丘调查队调查数据显示：今年商丘市夏粮总产
量 91.06 亿 斤 ，比 上 年 增 加 0.37 亿 斤 ，平 均 亩 产
1002.02斤，单产首次超千斤。全市夏粮单产、总产均
创历史新高。

近年来，商丘市把抓好夏粮生产作为扛稳粮食安
全重任的首场硬仗来打，下大功夫稳定麦播面积，及时
把麦播面积分解到各县（市、区）落实到各乡镇村，并开
展处级干部牵头包县（市、区）包片督导。积极开展促
弱转壮行动，结合实际制定措施，加大工作落实力度，促
使苗情迅速转化升级。全市麦田拔节前一、二类苗占比
97.42%，和冬前相比增加11.51个百分点，奠定了丰收
基础。积极推进小麦“一喷三防”，今年全市共落实小麦

“一喷三防”资金8000多万元，累计投入2600余架植保
飞机，以飞防为主的小麦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面积达
1069.9万亩次，遏制了小麦条锈病、赤霉病在商丘市大
面积发生。落实强农惠农措施，去年通过转移支付产
粮大县财政奖励资金5.43亿元，稳定了农民种粮的收
入预期，发放农机购置补贴1.547亿元，提高了农业生
产机械化水平，落实资金 14.01亿元新建高标准农田
92万亩，进一步夯实了农业基础设施。全力抓好机械
化抢收，市里组建工作专班，成立10个督导组分赴县
（市、区），督导夏收、夏种等工作，确保全市2.03万台联
合收割机有序作业，实现适期收获、颗粒归仓。7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 通讯员 王辉 祖向阳）7月
21日，商丘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民
权召开，国网商丘供电公司就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
典型经验进行介绍并在全市推广。

今年以来，国网商丘供电公司将保障农业排灌电
力供应作为重要任务进行部署，通过努力争取政府支
持、积极探索示范典型、总结提炼推广经验的方式，推
动农业灌溉用电设施建管体制改革落地取得突破，持
续提升服务农业生产能力。

在该公司的积极努力下，政府部门投资的农排高
压电力设施已全部由供电公司接收，低压设施管护权
协议已全部完成签订。在商丘市政府出台“以电折
水”价格文件的基础上，该公司以民权县为试点，协助
所有乡镇成立用水合作组织，由县财政出资开展低压
计量装置改造，促请县政府建立管护经费保障机制，
用水合作组织工作人员由县财政统一进行工资补助，
将接收进度列入各乡镇（街道）年终考核，实现了用水
协会能运转、机井设备有人管、水价政策可落地，成功
探索出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该公司负责人表示，公司将以政府推动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的有利时机，进一步转作风强能力，主动对
接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机井电力设施隐患排查整改
及保供电工作，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高压电力设施建
设、农排机井电力设施低压管护权实质化移交，助推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政策落地，保障农田机井设施长久
发挥作用，助力国家粮食安全。7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
梦珂 通讯员 张珂）7月26日，记者获悉，商丘市睢阳区
13个乡镇按照有人、有房、有装备、有保障的“四有”标
准，建成政府专职消防队13支，拥有队员130人。各乡
镇专职消防队均配备有消防车、设立接警席、发放对讲
机、配齐消防“六件套”、消防救援服等。此举为全面提
高基层火灾防控应急救援能力提供了有力的物资保障。

为提升乡镇消防队伍灭火救援能力，睢阳区消防
救援大队主动靠前，定期组织乡镇消防队员参加业务
技能培训，采用现场教学、当场示范、队员操作等方式，
从最基础的消防知识开始，“手把手”传授乡镇专职消
防队员使用灭火器、两盘水带连接、切割机及扩张钳操
作等消防技能，以及各类火灾的扑救方法。

此外，该区消防救援大队还根据实际情况深入乡
镇消防队伍，指导其开展日常消防检查、建立消防台
账等工作，并进一步提升其灭火救援实战能力水平，
切实加强农村消防安全。7

睢阳区

乡镇有了专职消防队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王今朝

“要像相亲一样，从带着诚意登门拜访
开始，互相接触，互相了解，直到碰撞出火花，
建立起感情。为结缘不惜行万里路，不吝朝
夕，才能招得了真商，引得来真凤。”这是宁陵
县委书记马同和在浙江义乌、宁陵项目招商
恳谈会上对义乌企业家说的一番话。

7月11日至17日，宁陵县委主要领导带
队外出招商，一路奔首都、走燕赵、越齐鲁、过
浙江、经江西至南阳，达成合作意向8项，招
商金额56亿元。

瞄准目标“快”行动

为更好地承接产业转移，抢出招商工

作“加速度”，宁陵县组成长三角、珠三角、
京津冀三个驻地招商工作组，设立76个工
作专班，从过去的“个体招商”向“组团”招
商转变，“单体招商”向“产业链招商”转变，
积极对接国内 500强、“国字号”企业和高
科技、生态型产业。

“我们要有‘抢’的意识、‘抢’的姿态、
‘抢’的拼劲、‘抢’的速度，跑在他人前面，
跑到别人跑不到的地方。”在全县招商大会
上，马同和发出招商誓言。

7月 17日，宁陵县招商团和河南牧原
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协议，牧原集团在宁陵
建设产业综合体和智能物流园。

突出“生态、科技、效益”，要总量更要
质量，宁缺毋滥，这是宁陵县招商工作的总
要求。

宁陵县各招商组在对接企业中积极表
达自己的招商诉求，并进行实地考察，结合

实际情况，确定招商对象。一旦遇到心仪
的企业，招商人员就及时抛出“橄榄枝”。
拿出最大的诚意对投资意向可能性大的招
商对象，持续跟进，及时回访。

今年以来，宁陵招商工作成效突出，先
后有投资12亿元的东隆服饰产业园项目、
投资 8.5亿元的宁陵启东食品科技产业园
项目、投资12亿元的中科世生项目等与宁
陵结缘，落地建设。

以“情”动人优服务

7月 19日，山东东营昆宇电源科技有
限公司储能事业部副总经理郭泗旗到宁陵
县考察调研。此时距离马同和率队赴东营
考察才刚刚过去五天。打动昆宇公司的不
仅仅是招商人员的深“情”，还有当地筑巢
引凤的营商环境和招商政策。

宁陵县在对接产业转移中力求做到
“四个百分之百”。一是为先进制造业项目
百分之百确保供地，围绕项目选址、用地保
障及时会商，应保尽保；二是重点项目企业
高管人才百分之百优先保障，打造“一站
式”服务，优化人才绿卡制度；三是签约承
诺事项百分之百跟踪落实，不开“空头支
票”；四是重大产业项目百分之百专班服
务，实行一对一“保姆式”服务。商丘诗蕾
毛衫有限公司从项目签约到工厂投产仅用
60天，商丘市十点伴服饰有限公司生产基
地从签约到投产用时45天。

截至目前，宁陵县各招商组共外出招商
526人次，达成意向项目 136个，意向金额
1860亿元，相比去年提高三倍。全县上半
年新招商落地项目12个，其中百亿元以上
项目 1个，50亿元以上项目 2个。全县第
一季度落地项目数量创历史新高。7

宁陵“筑巢引凤”添动力 招商引资促发展

商丘夏粮喜获丰收
单产首次突破千斤

一线传真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国网商丘供电公司

积极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商丘商丘 项目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项目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 通讯员 褚涛 王玉华）7月
25日，睢县乡村蔬果基地棚满果丰，呈现出一派丰收
的喜人景象。

“‘阳光玫瑰’每斤卖十五元左右，一亩地产量在
五千斤以上，效益可观。”看着即将成熟的葡萄，睢县
尤吉屯乡许堂村葡萄种植户武爱勤高兴地说。

近年来，有着 20余年葡萄种植基础的许堂村在
更新葡萄品种和发展设施农业上下功夫，引进“夏黑”

“巨峰”“阳光玫瑰”等早中晚熟品种，采取“合作社+农
户”模式，辐射带动村民发展葡萄种植300余亩，有效
促进了农民增收。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睢县紧紧围绕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一主线，按照“南
笋北椒中果蔬”农业产业布局，大力发展“一乡一业”
和“一村一品”，先后建成芦笋小镇、云瓜小镇、草莓小
镇等一批特色小镇，做强特色优势农业，构建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动农村一二三产
深度融合，让产业发展成效惠及更多百姓。

“我们着力补强农业产业链条，注重培育新型经
营主体，健全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农户融入产业链条，
发展富有睢县特色的新产业、新业态，打造乡村振兴
的‘压舱石’，实现产业发展助力农民富裕。”睢县乡村
振兴局局长白弼忠说。7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本报通讯员 陈萌萌

7月 26日，记者走进商丘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河南腾越机械科技有限公
司，只见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从模具、
零配件精加工中心，到电气、部件装配
部，再到设备试运行调试中心，都是一
派忙碌生产的景象。

“这台精雕机的工艺是国际一流水
平，加工的零部件精度很高。目前，公司
产品取得 26套专利和技术认证。”公司
负责人刘志刚介绍，这是一家现代化科
技创新企业，预计到2023年设备产量将
达到400台，产值达5000万元。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响，示范区坚持“项目为王”，致力产业倍
增，一手抓疫情防控，守牢发展底线，一手

抓项目建设，强力推进“三个一批”项目。
该区产业发展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局面，
有力支撑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招商引资是稳中求进的‘驱动
器’，是转型升级的‘转向器’，也是改善
民生的‘加速器’。下一步，我们将紧盯
省、市及‘三个一批’重点项目，坚持要
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项目转，持续
加大项目规划、土地、资金等瓶颈问题
的解决力度，确保重点项目建设进展顺
利，快速推进、尽快达效。”示范区党工
委书记王新胜说。

据介绍，今年示范区拟建设重点项
目119个，总投资880.88亿元，其中，拟
建设省市重点项目71个，总投资597亿
元，计划完成投资 232 亿元。目前，所
有 项 目 已 全 部 开 工 建 设 ，开 工 率 达
100%。7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本报通讯员 吴锦行

夏日正炎，商丘市各重点项目建设
如火如荼。施工队伍战高温、斗酷暑，在
豫东这片热土上演绎着“速度与激情”。

7月 27日，在商丘市梁园区“绿轴”
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南门楼及地下
空间施工已经完成，北门楼正在进行幕墙
施工及机电安装等工作，工人们冒着高温
奋战一线，铆足干劲拼抢工期。蓝天白云
下，“一轴、两核、五院、六点”的“绿轴”项
目整体景观框架典雅大气。

“‘绿轴’项目总体布局呈‘一’字形，
以南北两端的地上‘门’式建筑为起点
和终点，由地上绿化景观、地下商业
步行街连贯而成。地下步行街在南
北方向上保持空间开敞、连续和贯
通，南端通过胜利路地下过街通廊与

高铁站北广场地下空间平顺对接，北
端隔朱台路与人民公园相望。”该项目
建设单位商丘市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张腾飞介绍，“绿轴”项目现已完
成总工程量的85%，目前正全力以赴推
进工程各项建设节点目标，预计今年年
底建成交付。

“绿轴”项目是商丘市重点项目，总
投资11.5亿元，是高铁新城和高铁站之
间一个重要的开放空间和商业文化中
心。建成后将成为商丘市又一地标性
建筑，为近千万商丘市民和到访商丘的
旅客提供高端的城市环境和丰富的文
化享受。

“我们将进一步强化项目建设推进
和服务保障，力推重大项目建设再提
速，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增强高
质量发展动力，厚植高质量发展潜力。”
梁园区委书记张兵说。7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7月 26日，位于永城市经开区的盛大印
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
鸣，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工作着。

“我们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CTP印前
制版车间，世界一流的海德堡、小森、高宝大
型胶印机40余台，数码印刷机20余台，全自
动模切机等后工设备100余台，已建成国际
领先的印刷生产线100余条，年产各类商务
印刷品11万吨。”该公司董事长崔文峰说。

盛大印刷项目是永城市的重点招商引
资项目，2017年 9月开工建设，是我省目前
规模最大的商业印刷基地，填补了永城市大
型印刷企业的空白。该项目一期工程已投
入使用，2021年，盛大印刷公司启动二期产
业园建设，目前已建好正在调试设备。

“企业的发展壮大一方面是自身的努
力，另一方面来自政府的支持和帮扶。从项
目建设到投产，政府派驻的企业服务员没少
给我们帮忙，有啥问题只要给他打个电话就
能解决。”崔文峰说。

为助力全市项目建设加速度，永城派驻
122名首席服务员，建立了“29名副处级领
导干部+4个专班+236家规上民营企业服
务对象”的工作台账，实现了对企业服务的
无缝对接、全方位覆盖。

“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和‘牛
鼻子’，永城市坚持项目为王，致力产业倍
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扎实开展‘万人助万
企’活动，滚动推进‘三个一批’项目建设，做
优传统产业、做强主导产业、做大新兴产业、
做实特色产业，努力打造新型工业之城，不
断激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之擎、活力之
源。”永城市委书记高大立说。7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7月 23日，走进夏邑生态印染科技产业
园，只见3栋标准化厂房已经交付，9栋标准
化厂房已经封顶，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施工。

“夏邑生态印染科技产业园是省政府确
定的全省第一家印染布局试点单位，也是省

‘十四五’重大项目，由政府全额投资建设。”
负责项目开发和运营的夏邑县百老汇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桑田说。

以纺织服装为主导产业的夏邑县是中国
纺织名城、我省知名纺织产业集聚区、省服装
产业基地，目前纺纱规模达到280万锭，织布
能力17万吨，服装加工能力1.6亿件。

随着纺织服装产业迅猛发展，印染业链条
滞后的问题日益凸显，强势补链势在必行。为
此，夏邑县积极谋划建设现代生态印染科技产

业园，构建“2+X”产业体系，强力推进生态印
染科技产业园建设，大力发展纺纱园区、织布
园区、服装园区、家纺园区，打造从纺织、印染、
加工到成品出口为一体的千亿级产业集群。

该产业园区配套建设有能源区、印染
区、处理区、自净区等专业模块，在实际建设
和运营过程中，实行“七统一”：统一规划设
计、统一建设标准、统一供水供电、统一提供
热源、统一供应燃气、统一污水处理、统一物
业管理。从而实现印染产业全要素统筹、全
过程服务、全周期保障，推进印染产业向更
加专业、高效、健康方面发展。

“我们将把园区建设成集清洁能源、生态
环保、绿色印染、科研创新、仓储物流等于一
体的‘产、学、研’综合性生态印染科技产业
园，并以此打造国内领先的专业印染产业集
群，成为印染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助推全县经
济高质量发展。”夏邑县县长李昊说。7

“绿轴”项目

建设按下“加速键”
盛大印刷

汇聚发展新动能

图① 永城市盛大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公司供图
图② 商丘市“绿轴”项目。 王振 摄
图③ 河南腾越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李伟 摄
图④ 夏邑生态印染科技产业园建设实景图。 何传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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