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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87.9%，鹤壁市第一；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8%，高于鹤壁市 2

个百分点；

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 97.6%，

鹤壁市第三；

……

今年年初以来，在鹤壁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鹤

壁宝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宝山经开区”）紧盯“打

造中国高端化工材料新城和创建国家级经开区”目标，扎

实开展“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强力推进河南省功能性

新材料产业基地和全国日用化工产业基地建设，高质量推

进“三化三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陈晨 蒋晓芳

鹤壁宝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真抓实干 奋勇拼搏 全力创建国家级经开区

发展靠项目，项目靠招商。对于宝
山经开区而言，要实现稳投资、稳增长
的目标，要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中国
高端化工材料新城，招商引资是重要法
宝。今年年初以来，该区围绕功能性新
材料、日用化工两大主导产业开展精准
招商，功能性新材料产业取得新突破。

走进宝山经开区商务局，每个招商
人员的桌上，都有一份招商图谱，这份
图谱反映该区最新产业政策和发展实
际，并对重点产业招商分析做了详细梳
理，是招商人员精准招商的“作战地
图”。除了按图索骥、招商精准，受疫情
形势影响，宝山经开区迅速按下线上招
商“加速键”，大力开展网络对接、视频
洽谈、云端签约，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及时敲定协议内容，加快决策
速度，有效提升招商引资的精准度和时
效性，招商引资工作不断档、项目建设
不停步。今年年初以来，共建立 7个云
社区、3个重大项目招商群，开展线上线
下招商 47次，先后与重庆化医、中科启
程、深圳华盈、上海古名、广州金发科技
等15家企业洽谈对接。

一个个客商从陌生到熟悉，一个个
项目从接洽到谈判，从签约到落地，招

商人员不辱使命、奋发有为。上半年，
该区签约落地总投资 197 亿元的中科
启程可降解塑料产业基地、华润电力
400兆瓦清洁能源储能一体化、广州金
发 6万吨生物降解材料、湖州添越 5万
吨乙酸钠等主导产业项目 8个；总投资
255亿元的重庆化医100万吨天然气制
BDO系列产品、上海古名 3000吨香精
香料、河南能源 40万吨 1，4-丁二醇和
5万吨丁二酸酐等项目正在洽谈，为千
亿级现代化工与功能性新材料产业集
群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今年3月，宝山经开区成为全省开发区
“三化三制”改革试点后，以“三化三制”“管
委会+公司”为重点，统筹抓好改革推进。

这次改革一方面明确了管理职能，管
委会聚焦经济发展职能，剥离教育、文化、
民政、卫生健康等社会管理职能。组建了
5个专业化运营团队，作为开发区开发建
设主力军、产业引导平台、优质资产运营
商，通过政府工程代建、授权经营、股权投
资等形式，做大做强运营公司。另一方面，

整合了内设机构。实行大部门制，扁平化
管理，内设机构由 10个精简至 6个，协同
高效的特点更加凸显。其次是优化了班子
结构。县级领导职数由 10名精减至 5名，
正科级领导职数由 10名精减至 7名。目
前，领导班子已配备到位，建立了科学规
范、运行高效的管理职能体系。

改革不仅使宝山经开区“瘦身强体”，
还打破了“铁饭碗”，使干部有为才有位。
领导班子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员工全员
聘任、工资绩效薪酬制……这场改革以深
化人事和薪酬制度改革为抓手，完全实现
了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干多干少不一
样甚至没法儿比的改革初衷。这让已经成
立13年的宝山经开区焕发出新的活力。

“干部职工变压力为动力，工作节奏明
显加快，工作热情明显增强，不仅形成了干
事创业、敢为人先、崇尚实干、注重实绩的良
好工作氛围，也形成了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合力推进的工作格局。”谈及改革的红利，宝
山经开区工作人员李洪丽这样表示。

“下一步，我们要聚力‘六个争当’目
标，争当全市创新驱动引领的示范区，争当
全市产业生态培育的强引擎，争当全市‘三
山’统筹协作的核心区，争当全市安全绿色
发展的新样板，争当全市机制体制改革的
排头兵，争当全市税收财源建设的压舱石，
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营商环境等工作中
争一流、出重彩、求卓越，真抓实干、乘势而
上，奋力开创宝山经开区高质量发展新局
面，以实际成效为全省实现‘两个确保’贡
献宝山力量。”宝山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徐习
海表示。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基础，是决定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宝山经开区扎实开展“能力作风建设年”和

“万人助万企”活动，以持家理念解决企业
“急难愁盼”问题，营造亲商有度、清政有为
的营商环境“金字招牌”。

宝山经开区经济发展局、科技工信局、
建设管理局等部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行政
审批上大胆创新、主动服务，实行工作专班
推进机制，实现“企业最多跑一次”甚至“跑
零次”。今年年初以来，办理立项、环评、能
评、土地、规划等各类手续105件，保障项目

顺利实施。同时，进一步完善园区基础设施
配套，双电源供电得到保障，集中供热实现
全覆盖，新建市政道路2.8公里、蒸汽管网2
公里、天然气管网 5公里、供水管网 3.5公
里。完成廊道绿化5公里，元宝山公园、山地
公园基本建成，绿化面积300余亩。

作为专业化工园区，宝山人深知，安
全环保是园区的生命线，应急管理是安全
生产最后一道防线，安防是园区稳定的基
础。去年以来，该区高标准规划建设宝山
智慧化平台，可实现企业实时动态感知、
园区治理、突发事件智能处置的协同联
动，实现安全监管工作更准、应急反应更
快、园区形势更稳。该平台于今年 3月入
选河南省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还荣
获国家智慧园区解决方案优秀案例。园
区多家企业纷纷点赞平台的建立：“这对
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可以督促、帮助我
们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事故
的发生，让我们能安心生产、放心发展。”

8月 15日，赞宇科技中原日化生态
产业园二期 50万吨洗护用品生产装置
及配套设施项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
繁忙景象。“每天工地上都有上百台机
械和千余名施工人员同时施工，月投资
额超亿元。”该项目管家秦秀兵介绍，今
年 3月，洗衣粉大楼顺利封顶，5月，制
备高端化妆品的 10万吨表面活性剂生
产装置 CAB 车间等 21 个单体建成投
产，液洗车间主体施工完成，计划近期
投产，实现 10个月建成投产目标，再次
刷新项目建设的“赞宇速度”。

项目建设是发展的主引擎、硬抓
手。宝山经开区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
积极落实“四保”白名单制度，集中保障
土地、环境容量、能源、施工用电、用水、
用气（汽）等要素资源，项目建设再掀新
热潮。

总投资 150 亿元，首期投资 52 亿
元的鹤壁宝山聚氨酯产业园一体化项
目完成土石方开挖 100 万立方米，大
型强夯机等基础处理设备已进场施
工。总投资 25 亿元的聚甲醛项目全
面开展土建施工，预计年底前主体工
程完工，主要设备安装完成。总投资
15亿元的中昊特种改性新材料项目 3
个主产品车间设备安装完成，已具备
试生产条件；8 月 16 日，总投资 15 亿
元的中昊特种改性新材料项目 3个主

产品车间点火试生产，产出合格产品；
总投资 5.6 亿元工业气体岛项目，水箱
风冷塔、水冷塔安装完成，车间钢结构
正在加快施工，计划 8 月份投产。同
时，豫通环保 41 万吨甲缩醛、中豪 8
万吨油脂化学品、翊诚化工 1 万吨精
细化学品、龙晟 20 万吨净水剂、联宜
10万吨阻燃剂、上海丹通万吨催化剂
等项目也正在加快建设。据了解，以
上工业项目全部投产后，可新增工业
产值 500 亿元以上，新增税收 50 亿元
以上。

上半年，宝山经开区重点推进省市
重点项目 12个，总投资 178.6 亿元，今
年计划完成投资43.7亿元，完成30.6亿
元，开工率 100%，竣工率 400%，投资
完成率58.9%，位居全市前列。

——签约落地主导产业项目8个，总投资197亿元

——12个省市重点项目投资完
成率达58.9%，竣工率400%

——以持家理念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实现企业“跑零次”

招商引资扛大旗

项目建设再提速

——内设机构精简 40%，“瘦
身强体”增战力

营商环境创一流

“三化三制”激活力

③河南星宇化工有限公司鸟瞰图。

④赞宇科技中原日化生态产业园项目稳步推进。

②宝山智慧化平台为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①快速发展中的宝山经开区厂房林立。

宝山大道物流车辆川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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