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市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把改革和发展结合
起来”的要求，坚持以改革增活力、以开放创优势、
以创新促转型。

重点领域改革深入推进，“一网通办”前提下
“最多跑一次”改革全面提速，100个高频事项实现了
“最多跑一次”；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和经营类事业单位
改革圆满收官，该市农业畜牧兽医综合执法大队被评
为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示范窗口。

对外开放不断扩大，预计全年实际利用省外境内
资金79.8亿元、境外资金1.64亿美元，完成进出口总
额41亿元，持续保持全省领先位次；进口肉类指定
口岸完成首单业务，实现了常态化运行；大罗塘与央
企控股的中稹集团合作，启动建设总投资6.5亿元的
冷链仓储物流项目。

创新活力竞相迸发，成功获批焦作市首家“中原
学者工作站”，四川大学 （孟州） 皮革清洁技术研究
院落户孟州，中原内配获得全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康
达尔入选全省星创天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省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分别达到30家、23家。

过去的2020年是孟州发展

史上极不平凡、极不寻常的一

年，也必将成为我们永远铭记的

难忘之年。面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双重”考验，市委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中央

和省、市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

市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交

出了一份好于预期、群众满意的

出彩答卷。

围绕产业抓转型
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孟州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深入开展转
型攻坚，“一产稳、二产强、三产快”的
产业发展格局逐步构建。

农业基础地位更加稳固，坚决扛稳
粮食安全重任，新增高标准农田866.667
公顷，“三品一标”农产品数量达到 7
个，全义农场入选全国 （韭菜） 病虫害
绿色防控示范区和省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该市被评为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和食品安全达标市。
工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75 个项目

进入焦作市工业转型升级项目库，晶能
电源完成绿色升级改造，日产能达到7.5
万只，税收突破亿元大关，被评为国家
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皓泽电子进入 A
股上市排队通道，跻身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行列；广济药业入选全国
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中原内
配、金山化工成功入围2020河南企业百

强榜单，分别位居第47、第51。
服务业发展潜力加速释放，乡村旅

游带动餐饮、住宿、娱乐、贸易、金融
等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老家莫沟”成
功创建国家 AAAA 级景区，入选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美丽源沟”被评为全国
乡镇治理示范村、全国文明村镇；“红色
岩山”成为传承革命精神“新殿堂”，

“桑坡·记忆”特色小镇走红全网，全年
电商交易额突破20亿元。

积势蓄能增动力
开放创新持续深化

本报记者 史文生

“开放、创新、崇文、融合”是孟州人的优秀特
质，也是孟州成功的希望所在。回望来路，孟州人创
造了“用一只缸套扬名全世界、把一张羊皮做成大产
业、凭一个口岸开辟新天地、靠一股拼劲创造零确
诊”的励志传奇；展望未来，更需要我们用“孟州精
神”引领前行、再创辉煌。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
年，我们要大力弘扬“孟州精神”，立足“一城五
区”的发展定位，激扬奋斗之志、凝聚奋发之力、接
续奋进之行，确保该市“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弘扬“孟州精神”，在产业转型升级
上走在前列、当好标杆

坚持转型发展不动摇，推动经济社会实现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

项目建设开足马力。树牢“项目为王”理念，紧
贴中央和河南省、焦作市政策导向，结合“十四五”
规划编制，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工业、交通、水利、
能源等基础性、长远性问题，用好用足156项省辖市
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千方百计谋划争取一批好项目，
把项目库做大做优做实。以“十大工业项目”为重
点，重点推进隆丰皮革制造产业园、中内凯思钢质活
塞二期、御捷电动汽车、南庄毛皮产业园、广济药业
维生素B12、金玉米迁建、食品产业园等项目，积极
跟踪对接晶能电源年产 600 万 KVAH 铅酸电池二期、
洛阳石化乙烯配套产业基地等项目，争取早日落地开
工。

产业转型持续加力。改造提升主导产业，围绕装
备制造、皮革制造、生物化工三大主导产业，以中原
内配为示范，全面推进企业绿色、智能、技术“三大
改造”，开展绿色工厂和智能化车间 （工厂） 创建，

以新技术、新模式促进传统产业提档升级。今年，该
市规上工业企业实施“三大改造”比例将达到70%以
上。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突出“三新一高”标准，加
快推进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增量扩能；依托
石化园区，围绕中石化洛阳分公司百万吨乙烯、PX、
PTA等项目，做好上下游对接，共同打造千亿级高端
石化产业基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发展现代
服务业，以城区工业企业“退二进三”为契机，加快
推进德信养生文化村、快活林文旅小镇等项目，不断
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全力抓好大罗塘豫西北冷链
物流中心、智慧物流园区、京东桑坡智能仓储物流中
心等项目，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品质化、多样化升
级；进一步叫响“老家莫沟”“美丽源沟”“红色岩
山”“桑坡·记忆”四大乡村旅游品牌，扎实推进韩
愈文化产业园、黄河湿地公园、快活林文旅小镇等项
目建设，争取早日创成全域旅游示范市。

企业培育用心用力。做大企业，把企业上市作为
加速转型的重要抓手，支持隆丰皮草、大地合金、飞
孟金刚石、康华药业等重点企业上市，今年皓泽电子
在A股主板上市；实施大企业集团培育和企业梯队成
长计划，支持中原内配、隆丰皮草、广济药业、晶能
电源等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积极培育一批竞争力强、
成长性好的中小企业，形成“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
企业铺天盖地”的生动局面。做强产品，倡导“孟州
品质”，引导企业找准市场定位，发扬“工匠精神”，
多打造一些行业领先、全国驰名、国际有影响力的拳
头产品。做大品牌，出台具体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实
施名牌战略，争创中国质量奖、省长质量奖、市长质
量奖等荣誉，努力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牌
产品和企业。

弘扬“孟州精神”，在加速动能转换
上走在前列、当好标杆

坚持创新驱动、扩大开放是新常态下推动孟州高
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强化创新驱动。把创新主体做得更大，实施高新

技术企业倍增计划，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今年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要达到33
家、25家，新增1家省级重点实验室、2家省级智能
制造车间、2家省级绿色工厂，8~10家企业实现“上
云”。发挥大企业创新引领作用，培育一批“独角
兽”企业、“瞪羚”企业，发展一批“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把创新的平台做得更强，用好高新区、专利
导航实验区、智能化示范园区三大省级创新平台，全
面提升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水平，加大国家高新
区创建力度，打造更高水平创新载体；深化院地合
作，争取在国家级创新平台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占据

“头部领域”、掌握“头部技术”。树立“不求所有、
但求所用”的理念，围绕产业转型和企业创新所急需
的专业人才，聚焦解决工作条件、奖励机制、生活待
遇等实际问题，出台更积极、更开放、更有效的人才
引进政策，使优秀人才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

扩大对外开放。发挥产业基础、区位交通、开放
平台等优势，加快构建全方位、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格局。增强招商实效，把招商引资作为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生命线，按照“6+6+5”招商模式，分领域分
行业开展精准招商，力争 2021 年引进亿元以上项目
50个，实际利用省外资金96亿元、境外资金1.6亿美
元。用好开放平台，用足用活“B 型保税、跨境电
商、进口肉类指定口岸、进境动物皮张指定存放监
管仓库”四大国家级开放平台政策，推动保税中心
与洛阳综保区实现“区仓联动”，积极发展
保税仓储、冷链物流、国际贸易、
保税金融等新业态，把开放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加快
融城步伐，紧紧抓住郑
州 建 设 国 家 中 心 城
市、洛阳建设中原
城 市 群 副 中 心 城
市的重大历史机
遇 ， 以 融 入

“两圈”为主攻
方向，成立工
作专班、主动

跟踪对接，千方百计挤进“产业链”、融入“供应
链”、服务“生活链”，实现优势互补、协调联动发
展。

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行政审批速度，深化
“放管服”改革，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市政府
要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梳理，对审批流程进
行优化，上级有明确规定的按照规定执
行，没有明确规定的一律取消，坚决杜
绝人为设置障碍，坚决取消不必要的层
层把关和逐级审批等冗长环节，打造

“审批更快、服务更优”的孟州品牌。
政策落实要坚决，加大“六稳”“六
保”政策的执行力度，及时兑现奖
励，真正让企业享受到政策的“阳
光雨露”。同时，强化上级政策研
究 ， 积 极 与 上 对 接 ， 争 取 更 多 资
金、项目和政策支持。强化土地保
障，扎实开展“园区增效”行动，提
高土地利用效率，保障重点项目用
地；常态化开展银企对接，帮助企业
解决融资难题；统筹布局产业集聚区基
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重点抓好产业
集聚区供水厂、第二污水处理厂扩容提
标等项目建设，加大与洛阳、济源沟通对
接，争取孟州—吉利—济源货运铁路专用线

早日动工，进一步提升产业承载力。

黄河大桥加油干。 白水平 摄孟州市产业集聚区一角。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焦作隆丰皮草企业有限公司皮毛生产线。 孟 轩 摄

孟州市智能化示范园区展示中心。 赵春营 摄 孟州市产业集聚区康耀电子产
业园工人在生产手机显示屏玻璃。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康华药业疫情防控期间新上口罩生产线。张泽斌 摄

御捷
电动汽车

生产线。
牛联平 摄

河南晶能电源有限公司充电
车间。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增强创新发展动能

中原内配股
份有限公司现代
化厂区一角。

孟 轩 摄

德众保税中心。 本报记者 赵耀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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