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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站区：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也是难忘的一年。这
一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中站区认真
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以“学湖
州晋江、促高质量发展”为动力，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与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
战胜了一个个挑战,打赢了一场场硬仗,用汗水浇
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处处都有新变化、处处
展现新气象，经济呈现加速回稳、稳中有进的良好
发展态势。前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1.9%，居
全市第一位；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8.9 亿
元，增长 5.6%，
税比 81.5%，均居全市第一位。

市委书记王小平到中站区调研工业转型工作。

疫情防控取得
“双零”战果
复工复产率先按下
“快进键”

忙碌的风神轮胎工程胎生产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中站区精准研判、
果断决策、
快
速行动，
创新采取
“三统一”
“三天一人次外出”
“双路条”
等
有效措施，
始终保持零确诊、
零疑似的
“双零”
记录，
使中站
成为疫情防控期间最安全的地方，
被评为全市疫情防控先
进集体；率先出台企业复工复产指导意见和支持政策，成
立服务保障专班和医疗服务队，
一企一策推动企业有序复
工复产。2020 年 2 月 25 日，该区工业企业率先实现应复尽
复；
3 月中旬，
辖区 159 家
“四上”
企业复工复产率达 100%。

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到中站区重点企业龙星化工调研。
强化金融服务。
据智慧金服统计，
2020 年全区新增贷
款 58.04 亿元，占全市新增贷款的 29.84%，居全市第一位；
区应急转贷平台累计为辖区中小企业提供应急转贷资金
147 笔 9.19 亿元。

扎实推进中铁太行国际生态城建设
城市更新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中铁太行国际生态城建设拉开序幕，投资 3.4 亿元的
白马门河综合治理项目快速推进，总投资 2.3 亿元、全区
人民盼望多年的怡光路、
跃进路改扩建工程全线竣工、
建
成通车。与焦煤集团就位于中站区 38 宗、127.73 公顷土地

抓牢实体经济不放松
工业转型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建设中的和兴化工导电炭黑项目。

西大井 1919 风情街夜景。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位于龙翔街道赵庄村的“太行八英”广场与“四好农
村路”
。

乡村振兴初见成效的许河村。
乡村振兴初见成效的许河村
。

该区坚持以产业集群化、
融合化、
绿色化、
高端化发展
为目标，
推动产业层次加快提升、
产业体系高质量构建。
持续培育壮大优势产业。该区坚持“龙头带动、集群
发展、延链补链”的工作思路，持续实施“126”工业转型升
级行动计划和“363”培优育强工程，龙蟒佰利联钛白粉行
已建设落成的搬迁安置小区——和美三期。
业龙头地位持续巩固，销售收入、外贸进出口实现逆势增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长；多氟多加快转型创新，
六氟磷酸锂产销量跃居全球第
一，
电子级氢氟酸成功切入韩国高端半导体供应链且持续
达成腾退补偿协议，为老城区发展打开了空间。谋划实施
稳定批量供应，出口量位居国内前列；风神轮胎成为全球
的
“十路三河三校三片区”
项目正在加紧推进，
部分项目已
第三家可以生产工程子午巨胎的轮胎制造企业；
倍耐力加
编制完成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程（2021-2023 年）资料
快生产线改造，
具备全系列高端轮胎生产能力；
奋安铝业、 并进行申报。一期三片区土地征迁工作顺利启动，龙翔湖
龙星化工、三木等 7 家企业年销售收入突破 10 亿元；集约
设计方案正在编制；怡光南路正在进行施工图设计，新园
纳米、爱尔福克快速增长，荣佳钪业、伴侣纳米、强信科技
路、经三路、跃进西路、紫荆北路、光华南路正在完善初步
等中小企业税收分别增长 598.4%、
165.8%、
89.5%。
设计方案和设计施工图，纬三路已开工；白马门河北段已
不断提升创新能力。该区院地合作成果丰硕，在焦作
完成初步设计和招标工作，近期将开工；白马湖选址方案
首届院（校）地科技合作洽谈会上，签约了郑州大学工业
已初步完成；
焦作五中、
许衡中学、
焦作四中改造工程已完
催化创业产业园等 3 个项目，总投资 125.2 亿元。新增国
成前期设计。
加快推动特色商业区与中铁太行国际生态城
家高新技术企业 2 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20 家、
“专精
规划有机融合，宝武现代综合物流园一期满负荷运营，西
特新”企业 3 家；新培育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 家、市级
大井 1919 文旅园区成为网红景点，西部工业原料城运营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 家。坚持以“三大改造”引领制造业
良好，
特色商业区荣获二星级称号。
竞争力提升，谋划实施“三大改造”项目 33 个、完成投资
37.2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的 102.4%，其中投资 2.3 亿
强力推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元的风神轮胎工程子午胎技术改造、投资 2.2 亿元的长隆
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科技年产 1.5 万吨固体絮凝剂（PAC）技术改造等 19 个项
目竣工投产，多氟多 5G+工业互联网在河南省唯一荣获
扩大开放招商。该区围绕延链补链强链，探索创新
第二届工业互联网大赛
“全国百强”
称号。
“云招商”
“云签约”等招商新模式，
新引进项目 64 个，
总投
加快产业集聚区
“二次创业”
。
该区产业集聚区智慧园
资 564.5 亿元，
其中投资10亿元的环氧树脂环氧氯丙烷、
投
区建设取得新发展，
集约节约、
主导产业等主要指标迈入全
资 9 亿元的通号铁路通用电缆等 10 个项目已签约；
投资 15
省先进行列，
再次获评省优秀产业集聚区和二星级产业集
亿元的晨阳水性涂料、投资 5.3 亿元的中州碳素煅后焦项
聚区，
成功晋升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继取得全国
目、投资 5 亿元的河南飞行动力 5 万吨高氯酸钠高氯酸铵
循环经济发展试点园区称号后，
再获国家 （火箭推进剂）等5个项目已开工；
投资20亿元的郑州大学化
级荣誉，去年 12 月 13 日被国
工科技创业产业园、
投资12亿元的甲基苯甲酸等6个项目正
家商务部确定为全省两
在办理前期手续。
正在洽谈项目31个，
其中投资30亿元的吉
家、
我市唯一的国家
利手拉手汽车小镇、
投资3亿元的美国空气化工氢能源等项
外贸转型升级基
目有望达成合作意向，
投资11.2亿元的宝武物流二期项目、
地。
投资11亿元的新开源医疗科技等13个项目即将签约落地。
2020年1月至8月份，
全区实际利用外资3446万美元，
提前4
个月完成市定目标（3446 万美元）；累计实现进出口总值
31.4亿元，
占全市33.73%，
同比增长26%，
进出口总额
和增幅均居全市第一，
连续８个月领跑全市。
积极争取政策性项目资金。该区加强项目
谋划对接，申报专项债、特别国债项目 26 个，获
得资金支持项目 12 个，已下达债券资金 6.45
亿元；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及新增
中央投资项目 21 个，总投资
10.17 亿元，已下达债券
资金 1.14 亿元。
加 快
实

施重大项目。该区谋划实施了总投资 747 亿元的“三十工
程”
重大项目，
其中投资 18 亿元的龙佰集团年产 20 万吨氯
化法钛白粉生产线、
投资10亿元的集越纳米碳纳米管导电
浆一期、
投资4.5亿元的和兴化工年产3万吨高性能导电炭
黑及尾气综合利用项目竣工投产；投资 6 亿元的多氟多
2GWh 动力锂离子电池组项目已完工，
开始连续生产并批
量销售。
2020年1~11月份，
全区累计开工重点项目31个，
总
投资 176.4 亿元；3 个省重点项目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60%；
32个市重点项目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162%。

践行共建共享理念
民生事业发展有了新提升
脱贫攻坚成效显著。该区精准落实行业扶贫政策，全
区产业扶贫开工率、竣工率，扶贫项目开工率、竣工率，农
村危房改造竣工率，健康扶贫救治率均达 100%，资金拨
付率 94.78%、新增户贷率 5.79%，均居全市前列，全区 13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贫困群众脱贫清零，并顺利通过全省
第三方评估验收。环保攻坚加压奋进。该区坚持“减存量、
控增量、重生态”，持续开展环保攻坚战，PM10、PM2.5、优良
天数等主要指标均居各城区第一位。城市创建圆满收官。
举全区之力推进城市创建，城区范围内 92 条背街小巷和
城中村、城郊村 87 条村居道路以及桃源路、紫荆路、瑞丰
路等城市次干道全部得到改造，怡光路、跃进路改扩建工
程在文明城市验收前全线建成通车；辖区 2019 年的 46 个
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已完工，2020 年的 12 个老旧小区改造
已全面开工，其中 5 个小区已完成基础设施改造、3 个小
区已完成建筑本体施工，圆满完成城市老旧小区和南部
9 个村庄改水工程，城乡人居环境显著改善，顺利通过全

中铁太行国际生态城先期工程怡光路完成改造
升级。

群众在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后的云台小区载歌载舞。
国文明城市、卫生城市考核验收。

强化党建引领
管党治党呈现新气象
坚持以党建统领全局，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进一步
巩固。该区圆满完成党政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扎实做好
基层组织换届工作，不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树立了忠
诚、干净、担当的鲜明导向，营造了务实重干、奋勇争先的
浓厚氛围。顺利接受省委第十二巡视组对中站的巡视，扎
实推进巡视整改工作，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
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文/本报记者杨丽娜
图/除署名外均由许来伟、
杨帆、
牛建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