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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在科技部发布的全国

169家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中，平顶山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平顶

山高新区）继续大幅晋位，创造了

“116-107-98-88”的三连增佳话，成

功跻身全国高新区第二方阵。

2020 年，平顶山高新区 GDP 同

比增长 5.3%、全市第一，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8%、全市六区第

一，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 16.1%、

全市六区第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

增长13.2%、全市第一。

2020年，平顶山高新区保持“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不达目的不罢

休”的拼劲，逢先必争、逢旗必夺，先后

斩获“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园区”“尼

龙新材料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两

块金字招牌。

…………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一个又

一个捷报，一项又一项记录，一张又一

张名片，让人赞叹的同时不禁发问：平

顶山高新区干事创业、拼搏进取的动力

从何而来？创新发展、锐意进取的活力

从何而来？根深叶茂、蓬勃兴旺的实力

从何而来？水清岸美、路畅城通的魅力

从何而来？

□王冰珂

1 体制改革——
从“不愿干、被动干、不会干”到“愿意干、主动干、精准干”

改 革 创 新 天 地 宽
——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改革发展纪实

站在开发路湛河桥上远眺，昔日的脏乱
差不见踪影。只见河面干净清澈，两岸修缮
了健身步道，远处的厂房鳞次栉比。两年来，
该区抢抓重大机遇，持续开展城市建设攻坚
行动，城市面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打造产业新城，产城融合是关键。平顶
山高新区充分尊重基础设施和地形地貌现
状，结合片区自然空间形态与未来城市空间
架构，致力“空间转型”，更大范围、更宽领
域、更高层次地吸引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
息流汇聚。

“今年将立足现有产业集群和功能分区，
聚力宜居宜业，打通与湛河新区、昆北新城、
尼龙新材料集聚区的联络，配套完善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着力打造中国尼龙城创
新产业园，形成功能互补、产城融合发展新格
局。”平顶山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李明说。

每当夜幕降临，一条条街道华灯齐放，造型
各异的 LED 路灯，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20年，高新区4条主干道全面通车，创造了“一
月通车一条路”的速度；2条断头路建成通车，实
现了当年征迁、当年开工、当年通车的目标。

同时，该区建成市级公交枢纽站 1个、公
交站点 5个、街头游园 9个；实施道路绿化工
程，新增绿化面积18万平方米；湛南棚户区项
目一期完工交房，1600户回迁村民顺利迁居；
小学、幼儿园陆续建成移交，一所中学即将开
工建设……

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高新区城市建设
也迎头赶上、环境治理铁腕推进，路网通行
能力提高，城市服务功能完善，区域框架拉
大，绿地景观提升，城市形象改变，便民设施
完善，让群众越来越有获得感、归属感。

这些天，遵化店镇严村的桃花、红梅、樱
花次第开放，美不胜收。“我们打造了占地
1200亩的滨河花海田园综合体项目、高效农
业食用菌产业园等项目，同时挖掘保护历史
文化，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该村党支部书记
宁松山介绍，“民宿 1号”也做好了迎客准备。
如今村集体经济达50多万元。

在高新区，还有许多像严村这样的村庄，
短短三年时间发生了巨变，成了生机盎然、鸟

语花香的美丽乡村。风光旖旎的田园，舒适
整洁的房屋，环境优美的庭院……从市区出
发一路向东南，一幅现代农村的美好画卷徐
徐展开。

乘 风 破 浪 正 当 时 ，不 待 扬 鞭 自 奋 蹄 。
2021年是建党 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是第二个百年目标新征程的开启之年。
新的发展帷幕已然拉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如何做好改革的后半篇文章？

平顶山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凌兵奎在2021
年全区工作大会上提出，要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稳步建设
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以
优异的成绩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近段时间，平顶山高新区城乡建设和生
态环境局副局长种稚忙得连轴转，从路网建
设到游园绿地，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公交枢纽
站建设，都是他的分内事。三年来，他从一名
普通管理人员，竞聘为建设管理科长，又成长
为副局长，越干越有劲。“干得好了有位置，干
得不好丢帽子。”种稚说。

这种动力，同样体现在其他单位：面对疫
情影响，创新创业服务园区成立项目分包小
组，全方位帮助投资者协调解决土地、资金、
电力等难题；双节期间，城管执法局班子成员
打头阵、当先锋、作表率，带领队员们早出晚
归，做好城市“管理员”……

鸡蛋从外部打破是食物，从内部打破是
生命。从“不愿干”到“愿意干”，根本上源于
体制机制改革——

2013年平顶山高新区实行区域管理后，
各项经济指标在全市排名逐年跃升，发展势

头良好。但高新区作为派出机构的性质与其
经济社会管理事务全覆盖之间的矛盾却日益
突出，同时存在部门职责不明、任务边界不
清、机构设置缺少层级、员工流动不顺畅、考
核机制导向不明等问题。

2018年，平顶山市委、市政府将高新区的
改革确定为全市重点推进的四项改革之一，出
台了《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暂行规定》，
明确以“应放尽放、能放必放”为原则，赋予高
新区市、区两级经济、行政、社会管理权限。

赋权后，高新区秉承“有权必有责、用权
受监督”的理念，大刀阔斧进行各项制度改
革：建立“大部制”，构建权责清晰、精简高效
的行政管理体系；实行全员聘任，变身份管理
为岗位管理；引入KPI绩效考核体系，激发干
事创业激情；打破“平均主义”，建立全员绩效
工资薪酬体系，不断释放改革红利。

走进遵化店镇蒲楼村，游园内花儿次第

开放，村民悠闲地聊着天，村史展览馆收藏着
历史岁月。该村党支部曾经软弱涣散，2018
年在镇党委的指导下，健全“两委”班子，规范
学习制度，主动解决遗留问题，发展村级集体
经济，新建党群综合服务站，把村民心聚了起
来、干劲儿带了起来，成了周边的示范村。

体制机制约束下，如何变“被动干”为“主
动干”？平顶山高新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
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历练、思想淬炼、
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凝聚起抓改革、促发展
的磅礴伟力，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020年，平顶山高新区赴延安开展党性
修养与素质提升专题培训班2期，累计参训党
员干部100余人次；举办“万名党员进党校”活
动4期，累计培训党员1700余人次；开设“支部
书记大讲堂”8期，累计培训2600余人次……

除了党性教育外，平顶山高新区还把理
论学习作为党工委会议的第一议题，并从

2019年开始在全区开展“每天一万步、每周一
总结、每月一本书”活动，把工作、学习、生活
紧密结合起来。从机关单位到企业，从工地
到学校，该区自发成立了各级读书会 100个，
每年举办各类读书分享活动240多场。

从“不会干”到“精准干”，学习是最好的办
法。平顶山高新区一方面走出去，到常州、广
州、厦门、苏州等地学习管理经验和发展思路；
一方面引进来，邀请国家高新区等机构的专家
授课，学习“他山之石”。全区共举办各类专题
讲座10余期，累计培训万余人次；举办干部职
工素能提升培训4期，累计参训2000余人次。

如今的平顶山高新区，吃请攀比销声匿
迹、读书学习蔚然成风，坐办公室的少了、下
基层的多了，背后闲谈的少了、积极落实的多
了，有能力的人各部门抢着要、不会干活的人
没市场。根据一线表现，两年多来共有 26名
干部被提拔。

3月 1日，上午刚到办公室，尼龙新材料产
业园区负责人丁松旗就开始和江苏远紫环保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河南昊海实业有限公司等
企业对接合作事宜。这些项目的创新成果均
涉及尼龙产业的生产研发、下游制品、催化科
技等，落地转化后将极大促进资源链接。

这些企业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去年平顶
山“鹰创华夏”创新创业大赛·中国尼龙城专场
总决赛的获奖企业。大赛由平顶山市人民政
府主办，平顶山市科学技术局、平顶山高新区
管委会、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共同承办，聚焦产业基础、产业创新与产业合
作，意在以赛促创，为优质创业企业赋能，激发
创新创业热情，打造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强
劲引擎。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
胜。作为全市自主创新主阵地，平顶山高新区

坚持把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作为带动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火车头”，坚持“创新无处不在，创
新人人可为”，以培育引进创新引领型企业、平
台、人才、机构为抓手，不断增强区域竞争力。

吴秀云是神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也是省委组织部和省人社厅评定的 2019年度

“中原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她专注于氯碱工
业副产品的转化项目研究，在高新区建成了国
内首套年产10000吨二（三氯甲基）碳酸酯（阿
洛西林、美洛西林、派拉西林等抗菌素的中间
体）的连续化生产装置，产品供不应求。

同在2019年，河南山罡科技有限公司被省
委组织部和省人社厅评为“平顶山市紧缺型创
新创业人才（团队）”。该企业主要从事尼龙助
剂及特种材料、技术咨询、成果转化等，其高品
位聚酰胺纤维制备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满足
市场对高性能、功能化聚酰胺纤维的迫切需求。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
才驱动。近年来，平顶山高新区聚焦“高精尖
缺”，围绕产业链布局人才链，以重大项目为牵
引，大力引进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
高水平创新创业团队，深度做好人才、产业融
合文章。

作为在全市率先开展“鹰城英才”分类认
定的试点之一，该区围绕主导产业人才需求，
以政策奖补动员企业发挥引才主体作用，打通
人才政策服务“最后一公里”。该区还持续健
全人才服务体系，营造良好人才服务氛围，用
精细化、高质量的服务温暖人心、礼遇人才，营
造良好的人才生态。

1月 7日，世界 500强企业美国伊顿公司
亚太区域在平顶山工厂举行“2021伊顿中国技
术日”活动。活动以“数字化未来”为主题，旨
在解读数字化时代万物互联和可持续发展能

源转型，分享能源管理领域的先进技术。高新
区电气装备产业链典型企业悉数参加活动。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
创新是关键变量。如何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
局中开新局？去年起，平顶山高新区深入推进

“六位一体”创新体系建设，推动产业链、人才
链、金融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秉持“发展高科
技、实现产业化”的使命，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
主体地位，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
的发展模式，成为引领平顶山市科技创新发展
的核心引擎。

2020年数据显示，与2018年相比，该区高
新技术企业数增长 130%，科技型中小企业数
增 长 186% ，各 类 研 发 平 台 与 机 构 数 增 长
163%，各类双创孵化载体增长 250%，万人发
明专利拥有量增长77%，企业投入科技活动费
用增长162%……

2月 28日，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皇台产业园区，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正加紧生产。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其产品尼龙66盐和己二酸广泛应用于轮胎帘
子线、电子电器、航空航天、高速铁路等领域。

“我们依托平煤神马集团全球最完整、技
术含量最高、循环经济特征最明显的煤基尼
龙 66产业链，生产原料大部分从集团煤副产
品中提取，主导产品主要销往集团内部下游
企业，年产值达40多亿元。”该公司负责人说。

作为中国尼龙城“两翼”之一，随着中国
尼龙城先后上升为省级战略和国家战略，平
顶山高新区在科技研发、高端尼龙织造、改性
塑料等方面全面布局，仅 2020年就谋划尼龙
新材料及其配套类项目56个，总投资83.41亿
元，旨在打造工程塑料产业集群和高端化纤
纺织产业集群。

2021年伊始，平顶山市委九届第十二次
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加快构
建“一主两优四新多支撑”制造业产业体系。
目前，平顶山高新区已打造出以平煤神马集
团为龙头的尼龙新材料产业链和以平高、伊
顿为龙头的高中低压电气装备制造产业链，
以平煤隆基为龙头的新能源、储能产业链正
在形成，产业集聚态势不断凸显。

鼠标轻轻一点，各生产设备的动态信息
一目了然，这在河南宾康智能装备公司成为
现实。随着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的发展，
平顶山高新区聚焦主导产业，采用云计算、
大数据、5G、物联网等技术，建成了集安全
监管、环境监测、专业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
智能管理综合服务系统，实现信息资源的整
合共享。

去年以来，平顶山高新区突出智能制造、

企业上“云”、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深入推进
智能化示范园区试点建设工作，切实提升企
业智能化发展水平。目前，全区已创建省级
智能工厂 2个、省级智能车间 3个、市级智能
制造示范企业6家，126家企业上“云”。

如何让全市更多企业上“云”，共享利
好？2020年，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
加快推进平顶山高新区“一区多园”联动发展
的意见》，将各县（市、区）辖区内的省级高新
区、省级经济开发区和产业集聚区统一纳入
平顶山高新区“一区多园”管理，通过协同创
新、合作招商、产业转移等方式，错位分工、优
势互补、有机链接，实现纵向联动发展、横向
辐射带动，相互协调配合。

去年，平煤隆基年产 3000万套光伏组件
项目 3月底签约，4 月开工建设、9月竣工交
付，仅用时 181天，实现了拿地即开工和当年

洽谈、当年签约、当年投产的“高新速度”。此
外，跨境装备制造产业园、浙江巨高智能电气
产业园、金融设备产业园等重大项目也先后
签约落地、快速建设。

产业培育，既需市场，也需“市长”。平顶
山高新区秉承“随叫随到、不叫不到、说到做
到、服务周到”理念，叫响了近悦远来的营商
环境品牌。2020 年，该区持续完善“四张图
谱”，开展“四个拜访”，开展大员招商70余次，
累计签约项目 85个、投资金额 109.8亿元，在
全市“四比四看”综合考评中排名六区第一。

项目落地意味着万事大吉？平顶山高新
区将力量下沉一线，成立了六个功能各异、错
位发展的运营管理专业团队，为每个项目和
企业配备一名“店小二”，建立“园区吹哨、部
门报到”的扁平化协同机制，共同奏响项目服
务“大合唱”。

科技创新——
聚焦“高精尖缺”，“四个一批”数量呈倍数增长2

产业发展——
“尼龙新材料、电气装备制造、新能源和储能”聚链为群3

产城融合——
致力“空间转型”，更好地汇聚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4

盎然生机

我的好帮手

平顶山高新区地标

平高集团生产车间

鸟瞰湛河

高新夜色 本版图片均由平顶山高新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