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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蕙 王涵

虽然种种数据表明，我市工业

经济目前发展良好，但我们也应该

正视其中存在的问题。当前，我市

工业经济进入到增速不断下调、产

业结构趋于高级化、增长动力寻求

新倚重点的“三期叠加”状态，加快

推进转型升级已成为南阳工业发展

的必然选择。

加强工业项目建设，培育新的增

长点。2017年，在着力抓好全市工业
经济运行协调的同时，要进一步优化

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抓工

业项目落地，引进新建和投产一批规

模大、产品附加值高、可持续发展、能

够对地方经济起到持久拉动作用的工

业企业。

加快适应新常态，提升工业增长

质量。新常态下，全市工业正步入一

个新的发展时期，应坚持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大力推进转型升级，积极调整

优化产业结构，特别是加快发展先进

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提升工业经

济发展质量，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以供给侧改革为契机，推动工业

结构转型升级。以优质需求为导向

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提升

供给能力，增加有效供给，以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为突破口推进工业结

构调整，鼓励工业企业特别是产能过

剩严重的行业通过“一带一路”等战

略积极拓展外部市场，更要注重对我

市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制造业进行

优化升级。

加 快 推 进 转 型 升 级

桐柏艾神艾草制品

公司年产各类艾制品近

4000吨，产品畅销韩国
等地，同时该公司也注

重产业发展和精准扶贫

的结合，目前已帮助69
名贫困人口实现家门口

就业

本报记者 朱怀蕙

特约记者 杨玉红 摄

卧龙区 帮助企业破难解困
本报讯（记者王涵）卧龙区强化服务举措，帮助企业解决

影响生产经营的问题，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实力量。

强化银企对接,去年全区已有20余家企业与银行达成合作
意向，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困难。该区将龙升信用担保公司股本

金增至6000万元，单笔贷款额度达600万元，并与省担保集团
签订了再担保业务，省里授信1亿元，2016年，共为企业担保贷
款7000万元。同时，围绕省先进制造业专项资金、国家去产能
专项资金等重点内容积极为企业开展争资工作。

实施校企合作，帮助亚龙筑机公司与南阳理工学院达成战

略合作关系，引导天华制药、迈松医疗公司建成了南阳师院学

生实习基地。进一步帮助企业做大做强积极办理项目备案，去

年共为3家企业办理了备案申请。
今年，该区将紧紧围绕“工业强区”的战略目标，坚持稳中

求进。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着力引导本土企业技改

扩能，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全力实现工业结构转型升级，
认真抓好规模以上企业的引进、100家高成长性骨干企业的培
育工作。

西峡 搭建平台孵化电商
本报讯（记者王涵）当前互联网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迅猛

发展,西峡县借力电子商务迅猛发展机遇,大力培养电商人才，
推动全民创业。

该县投入4000多万元，建成西峡电子商务产业孵化园，成
为集特色馆、孵化中心等8大功能区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窗
口。围绕西峡“名、优、特”产品，西峡县电子商务产业孵化园积

极提供孵化、培训等服务，对接资金、物流等资源，目前当地的特

色农产品已有600多个品类进驻其“西峡特色馆”。孵化园还与
苏宁云商签订合作规划，协助其在全县19个乡镇（街道办）、299
个行政村实现苏宁易购全覆盖，实现了全县“买全国、卖全球”的

目标。同时，在县电商孵化园开设了苏宁电商学院培训班、京东

商学院培训班，在双龙镇开设了农村淘宝培训班，推出“专业型、

高端型、普及型”3种培训方式，配备了120余台电脑等培训设
备。针对农村有志青年、待业人员、退伍军人、村干部、残疾人、

留守妇女等一些有志于电商创业的群体进行专业培训。

方城 大力推进回创工作
本报讯（记者朱怀蕙 通讯员张鑫帅）春节期间，方城县抓

住35万在外务工人员返乡的有利时机，通过亲情感召、营造氛
围等措施，加大招才引智宣传和推介力度，全方位、多层次推进

人才和回创工作开展。

强化宣传，营造氛围。在公路和街道主要地方新刷写标语

150条、悬挂条幅85副，广泛宣传人才回创政策措施，向1200
余名在外优秀人才邮寄材料，通报家乡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环

境建设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以及创建结合新

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县的成功喜讯。

走访慰问，以才招才。走访慰问对该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

突出贡献的12名优秀人才，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情况，征求
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鼓励各类人才充分发挥人才引领作用。组

织回创企业家开展茶话会、联谊会14次，进一步了解回创企业
生产经营情况，发动众多优秀人才自发宣传、推介方城，引荐新

项目，实现以才招才良性互动新局面。

截至目前，该县发放创新创业人才及团队引进办法等宣传册

1200余份，搜集招才引智线索19个，收集有价值的意见建议8条，
对方城籍在外大学生提供咨询56人次，邀请63名在外创业成功
人士考察产业集聚区和乡镇创业园，达成回乡创业意向16个。

桐柏 校地合作助推发展
本报讯（记者朱怀蕙 通讯员李英俊）近日，桐柏县安棚化

工专业园区、易科力（天津）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天津理工

大学共同签订《关于共建“‘互联网+’智慧化工绿色供应链”服
务平台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三方将通过优势互补，开展人才、项目、技术

和市场等方面合作。这标志着该县将通过“互联网+化工”模
式，借助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建立新的

生产经营模式，有效解决化工贸易环节的痛点，提高业内用户

的成交效率和贸易安全性，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桐柏县深入推进校地合作，加大柔性引才力度。先后引进

上海大学、郑州轻工业学院、南阳理工学院等高校的20余名专
家教授入企帮扶指导，促成入园企业与高校签订技术研发协议

14项、成果转化协议7项，引导和支持入园企业建立省级科研
（技术）中心5个、市级工程中心4个，申请并获得专利96项，其
中发明专利16项，实用新型专利63项，外观设计专利17项，引
进吸纳产业高技能人才120余名。

文峰街道 三大举措招商引资
本报讯（记者王涵 通讯员王英东）唐河县文峰街道采取

三项举措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成功地引进了一批投资规模

大、科技含量高、拉动能力强的项目。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该街道始终坚持把招商引资工作为

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结合城区产业优势、区位优势，严格落实

“重点项目专班责任制”，切实为招商引资企业排忧解难，积极

营造亲商、富商、安商的氛围。

突出重点强力招商。不断创新招商理念，继续开展以商招

商、以情招商等活动，大力引进高科技、高附加值、绿色高效的

项目，着力打造特色经济产业，构筑产业集群优势。

全力以赴狠抓项目。坚持以大项目带动大投入，以大投入

带动大发展的理念，突出抓好重点项目的建设和项目储备工

作，确保招商引资项目早投产、早盈利。

目前，该街道招商引资的唐河金路达食品有限公司二期扩

建项目，投资5000万元，扩建改造了10万级GMP生产线2条，
主要生产“养生蜂蜜酒”和“赵记油茶”等产品，蜂蜜酒年产量可

达到800吨，油茶年产量可达到600吨，现已达产创税，年可创
税100万余元。

本报记者 王涵 通讯员 张

刚刚过去的2016年，我市工业经
济在总体平稳的主旋律下，呈现出稳

中向好的态势。

日前，市统计局发布信息，2016
年全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

实现增加值 931.69亿元，同比增长
8.8%，高于全省0.8个百分点；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 3962.98亿元，同比增长
9.4%，较去年同期提升2.3个百分点，
高于全省1.5个百分点。

关键词1：中坚力量
实现增加值931.69亿元

2016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249家，资产总计3619.9亿元，平均用
工人数达到 45.6万人，实现增加值
931.69亿 元 ，占 GDP的 比 重 达 到
32.5%。是我市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分企业规模看，全市大型工业企

业32家，中型工业企业295家，小型工
业企业1922家。

分行业看，规模以上工业涵盖了

37个行业大类，其中前十大行业占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61.9%，其
中第一大行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占

16.5%，主要产品有水泥、陶瓷、大理
石、保温材料、金刚石等，第二大行业

纺织业占11%，第三大行业农副食品
加工业占7.2%，第四大行业汽车制造
业占4.7%，第五大行业化学原料和化
学制品制造业占4.4%，其余五个行业
分别是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占比

4.3%），医药制造业（占比3.8%），酒、
饮料制造业（占比3.,4%），文教、工美、
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占比3.4%），
专用设备制造业（占比3.3%）。

从全省的情况看，南阳市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总量已占全省的5.6%，
在全省18个省辖市中排第5位。

关键词2：稳中有升
全年增速呈现稳中有

升的态势

2016年前两个月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增速仅为7.1%，低于全省平均水
平0.4个百分点，之后逐月回升，一季
度增速回升至 7.7%，二季度回升到
8.5%，三季度回升到8.7%，年底增速
回升至8.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8
个百分点。

从效益数据看，2016年1-2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以增速

4.4%低位开局，利润总额更是同比下
降1.6%。3月至8月效益指标逐月缓
慢回升，8月份达到第一个高点，主营
业务收入同比增长8.8%，利润同比增
长4.1%。三季度以来，效益指标有所
下滑，但在年终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

势，2016年全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9.4%，利润同
比增长3.2%。

关键词3：产业集聚
14个产业集聚区实现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
随着全市产业集群提升工程深入

推进，亿元以上重大工业结构调整项

目陆续投产，产业集群发展效应更加

突出。目前产业集聚区工业企业单位

数979家，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单位数的43.5%。

2016年，全市14个产业集聚区实
现工业增加值 598.1亿元，同比增长
8.3%，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616.39亿
元，占全市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达

66.02%，同比增长7.3%。产业集聚区
已经成为全市工业经济发展的孵化器

和推进器，成为全市工业经济的中坚

力量。

关键词4：“两高”产业
高成长性产业和高新

技术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

最大亮点

全市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

及零部件、食品、现代家居、服装服饰

六 大 高 成 长 性 产 业 实 现 增 加 值

384.46亿元，占全市增加值的41.3%，
拉动全市4.3个百分点。全市高新技
术产业实现增加值 273.5亿元，同比
增长18%，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的29.4%，拉动全市生产增速4.4个
百分点。

关键词5：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增加值占全

市总量的80.4%
目前，全市2249家规模以上企业

中，唐河县最多，有274家企业，方城

县（210家）、镇平县（222家）、西峡县
（240家）、新野县（203家）企业数均在
200家以上，其他县区企业数分别为
宛城区95家、卧龙区110家、南召县
173家、内乡县157家、淅川县140家、
社旗县165家、桐柏县146家、高新区
85家、城乡一体化示范区10家、官庄
工区11家、鸭河工区8家。

2016年，全市16个统计汇总单位
中，10个县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均高于全
市平均水平，县域经济合计实现增加值

748.3亿元，占到全市总量的80.4%，同
比增长12.3%，增速最高的内乡县达到
14.8%，位居第二和第三的县区分别是
桐柏县（14.1%）和社旗县（14%），第10
位西峡县增速也到达10%。

关键词6：八成以上
83.8%的行业增加值增

速实现正增长

2016年，全市37个行业大类中，
31个行业增加值增速实现正增长，增
长面83.8%。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
制造业、化学、医药、非金属矿物制品、

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汽车制

造业等22个行业累计增速超过全市
平均水平，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烟草制

品业、开采辅助活动、石油加工、炼焦

和核燃料加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业等6个行业生产负增长。

关键词7：三大行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纺

织业、农副食品加工业成为

我市主导产业

2016年，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纺
织业、农副食品加工业三大行业成为

我市总量前三的主导产业。这三大行

业实现增加值占到全市的三分之一，

拉动全市生产增速4.5个百分点。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实现增加值

153.7亿元，占全市的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的16.5%，该行业主要包括水泥、
陶瓷、石材、耐火材料和人造金刚石等

的生产。

纺织业实现增加值102.3亿元，占
全市的10.9%。随着纺织行业市场形
势回暖，棉价回升，加上国储棉政策废

除，2016年纺织行业生产和销售形势
较好，全年拉动全市生产增速1.2个百
分点。

农副食品加工业实现增加值67.4
亿元，占全市的7.2%。该行业虽然多
数为小型企业，但是依托农业大市的

优势，这些企业发展趋势一直良好，特

别是在牧原食品有限公司、科尔沁牛

业这些龙头企业的拉动下，全年拉动

全市生产增速1.1个百分点。

关键词8：存在问题
行业结构不优、产能过

剩等难题制约工业经济发展

2016年，全市六大高耗能行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化学工业、电力工业、石油加工）

实现增加值288.5亿元，占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总量的31%，这些行业
大多是全市工业中的传统支柱产业，

目前还是全市工业增速的主要拉动力

量。在国家化解过剩产能的大背景

下，依靠高载能行业拉动的生产增速

难以持续。

经济结构调整可能会带来短期经

济波动，稳增长调结构难度较大。冶

金、建材、能源、化工等行业多属于全

国性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其增加值总

量占全市工业的三分之一，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必然伴随着这些行业去产

能、去库存、降成本的阵痛，面对市场

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的双重压力，我

市传统竞争优势将迅速减弱，与此同

时新的接续力量虽在形成之中，但短

期内规模难以迅速扩张，拉动力依然

偏弱，增长动力“青黄不接”可能带来

短期经济波动。

稳中向好态势延续“两高”引领转型升级
——八个关键词解读2016年全市工业经济

内乡 破解招才引智难题
本报讯（记者朱怀蕙 通讯员王彦龙）内乡县探索建立高

层次人才“专人专编”制度，有效解决了招才引智过程中“有才

无编”、“引才等编”等难题，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内乡县依据产业发展、人才需求、编制数量，按照定人定编、

定岗定位、科学调配的原则，由该县编委会牵头为计划引进的高

层次人才提前设置专项编制，做到统一管理、专编专用，严禁挤

占挪用。人才引进后，优先在用人单位的编制限额内解决，已满

编单位，由其主管部门向县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申请，暂时使用高

层次人才专项事业编制，待用人单位出现空编后及时转入用人

单位编制。此举有效解决了用人单位因满编、缺编而“引才搁

浅”的难题。2016年，全县共拿出20个专项编制，招录硕士以上
高学历人才23人，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智”撑。

位于内乡产业集聚区的英良石业有限公司总投资3亿元，年生产人造岗石
600万平方米，生产原料主要采用周边石材企业生产后的边角废料，实现“变废
为宝” 本报记者 朱怀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