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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篇

□魏增华 张会 管兴雁 蒋晓芳

乘春风而生，踏高歌而行。

放眼鹤壁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

简称“鹤壁经开区”），招商引资生机勃勃，

内外贸易百花齐放，截至目前，今年新签约

亿元以上项目38个，总投资253.4亿元；新

落地亿元以上项目 32个，总投资 188.4 亿

元；泽航商贸出口 2亿元，亚市贸易出口 8

亿元，完成外贸出口 18.6亿元，外贸出口占

比持续稳居全市第一，辖区金山园区成功

晋升省二星级产业集聚区……

这只是鹤壁经开区发展历史长河中的

一个瞬间。“十三五”期间，全力奔跑的鹤壁

经开区一天未曾停歇。冲刺“百强经开”、

奋进“二次创业”的帷幕在鹤壁“北大门”徐

徐拉开，经过五年的蝶变发展，这片67平方

公里的土地上，迸发出勃勃生机和源源动

能，奋力谱写着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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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提速增效集聚成势

重大项目是发展的“加速器”和
“牛鼻子”，是促进增长的有力支撑。
鹤壁经开区高度重视项目建设，牢固
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坚持以项目建
设为主抓手，拉动投资、优化结构、推
动转型，举全区之力加快推动重点项
目建设，提速经济发展步伐。截至目
前，今年全区新开工项目 66 个，总投
资 256.1亿元，完成投资 228.6亿元；在
建项目 45个，总投资 326亿元，完成投
资 279.8 亿元；竣工项目 40个，总投资
35.8亿元。12个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

资 35.8 亿 元 ，占 年 度 计 划 投 资 的
91.5%；8 个市“双 20”、10 个区“双十
亿”重点项目分别完成投资 73.2亿元、
85.7 亿 元 ，分 别 占 年 度 计 划 投 资 的
101%、102%。项目建设数量、投资强
度均居全市前列。其中，总投资 50亿
元的中原光谷、总投资 30亿元的万汇
国际汽车电子电器交易中心、总投资
20亿元的法瑞安易捷专用车等一批重
点项目，投资额度大、建设进度快、带
动能力强，已成为稳投资、稳增长的重
要支撑。

按照“企业集中布局、产业集群发
展、资源集约利用、功能集合构建”的发
展理念，鹤壁经开区谋划建设“中国镁
谷”轻量化高端制造产业园、中原光谷、
镁业小镇、军民融合产业园、鹤壁汽车
电子产业集团孵化园、汽车模具产业园
6个特色园区，高标准规划、高起点建
设、高质量招商，加速企业集聚，打造产
业集群。

与此同时，鹤壁经开区紧盯汽车
零部件与电子电器、光电子、镁精深
加工三大主导产业，积极实施“三大
改造”，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成为全市首家、全省第 2 家科创
板上市企业，天海集团 5G+工业互联
网平台入选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培

育名单，鹤壁天海电子信息系统有限
公司等 4 家企业获得“两化融合”贯
标，淇花食用油有限公司等 2 家企业
被评为国家级绿色工厂，鹤壁天淇汽
车模具有限公司等 7家企业被评为省
级智能工厂（车间），上云企业达 403
家，金山园区成功晋升省二星级产业
集聚区。

为进一步培育壮大龙头企业，鹤
壁经开区为仕佳光子、天海集团等 75
家企业争取中央、省市专项扶持资金
5.3亿元，争取债券资金 2.6亿元、协调
贷款 6.5亿元，三大主导产业主营业务
收入同比增长 23.7%，其中，光电子产
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达 41.2%，成为
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招商引资是撬动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支点，为此，鹤壁经开区坚定不移抓
牢开放招商“生命线”，锚定汽车零部
件与电子电器、光电子、镁精深加工三
大主导产业，深化细化产业链图谱，围
绕延链补链强链，大力开展“百日会
战”“双月攻坚”专项行动，强化招大引
强、精准招商，推动开放招商工作跑出
加速度。

截至目前，鹤壁经开区今年新签
约亿元以上项目 38 个，总投资 253.4
亿元；新落地亿元以上项目 32 个，总

投资 188.4 亿元。引进落地项目数量
质量、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均居全市前
列。预计全年到位省外资金 50亿元、
利用境外资金 2.5 亿美元，分别占年
度目标的 102%、101%。该区主动担
当全市稳外贸主力军作用，着力打好
外贸进出口组合拳，深度挖掘泽航、
海能达等重点企业外贸出口潜力，9
月份泽航商贸出口 2 亿元，10 月份亚
市贸易出口 8 亿元，预计全年完成外
贸出口 20亿元，外贸出口占比持续稳
居全市第一。

项目的快速推进，离不开良好的营商
环境。近年来，鹤壁经开区坚持把优化营
商环境作为命门之穴，锚定“全省第一、全
国一流”目标，开展“营商环境提质年”活
动，全力打造独具特色的营商环境。

“区里始终把企业家当自己人，把企
业的事当自家事，用心用情，为企业发展
保驾护航。”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吴卫锋表示，鹤壁经开
区为落户的每一个企业都配备了服务管
家，从生产经营管理、落实各级惠企政策
到协助公司成功上市等诸多问题着手，
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笔者了解到，为全方位优化营商环

境，鹤壁经开区建立了营商环境建设重点
问题交办机制，深入开展“两个健康”示范
区创建，积极为企业纾难解困，全力帮助
企业对冲疫情影响，确保惠企政策应享尽
享，共减、免、退各类税费 5788万元。此
外，积极推动“一网通办”再提速，“最多跑
一次清单”由168项增加到204项，三类企
业退免税时间由 4.3个工作日缩减至 1.6
个工作日；全面落实“容缺办理”政策，共
容缺办理各类审批事项400余笔；认真落
实企业服务管家制度，选派121名服务管
家服务204家重点企业，累计到项目一线
现场办公 160 余次、开展企业上门服务
230余次，解决各类困难问题365个。

以项目建设促就业保民生，是鹤壁
经开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
务的重要抓手。该区积极对接了解重大
项目建设劳动用工、职业培训等需求，坚
持就业优先，积极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
训，鼓励企业以社区、乡村公共就业服务
站点为平台吸纳就业，先后为 12家企业
发放“以工代训”补贴 285万元，为 33家
企业发放“稳岗补贴”780万元。截至目
前，全区今年新增就业 2454人，其中，失
业人员再就业 1032人，就业困难人员再

就业 208 人，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 205
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102%、
103%、104%。

为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鹤壁
经开区先后发放优抚补助、残疾人两项补
贴、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各类惠民资金490
万元，全区77户191名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全部纳入城市保障范围。同时，该区坚定
不移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促使鹤壁外
国语中学改扩建工程顺利推进，松江小学
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升。

占地 300亩、现有民营企业 39家的
民营工业园，始建于鹤壁经开区创建初
期，是该区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标志。

“过去园区内道路破损严重、绿化种
植杂乱无章，私搭乱建现象十分普遍。
今年 2 月，我们启动了总投资 507 万元
的改造工程，使园区发生了巨大变化，两
幅墙体彩绘作品《巨鹤》《浇灌》因其独特
的视觉效果已成为鹤壁市的‘网红打卡
地’。”鹤壁经开区综合执法局副局长纪
庆亮介绍。

按照“以产兴城、以城促产”思路，
鹤壁经开区投资 7.2 亿元高标准建设了
兴鹤社区，提升居民、企业职工生活条
件，为下一步的发展释放空间；投资 2.3

亿元新修兴鹤大街、科学大道等城市道
路 12 条段，改造提升镁业小镇市政设
施，建成嵩山体育公园、极速游园、东海
巷子等民生项目，不断提升城市承载能
力、服务功能；坚持“三区”协同发展，着
力推动与淇滨区道路联通、设施贯通、
功能融通，加快形成“两区一城、共建共
享”格局……

“招商战线戮力同心，项目推进苦干
实干。我们将持续聚焦招商、狠抓引资、
健全机制、创新方式，彰显鹤壁经开区招
商的优势、实力和作为。以众人划桨的
合力奋楫向前、勇争一流，在推动高质量
发展中展现新作为。”鹤壁经开区党工委
书记王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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