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夏七月的龙乡西峡，骄阳似火，热浪滚滚。
走马西峡，比天气更热的是发展的热潮：从城市到乡村，无论是在项目建设工地、企业

生产车间还是村落田间地头、伏牛深山茂林，一个个工业项目、民生工程、富民产业加快推
进，在全市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的大潮中，一幅火热画卷正在龙乡大地
徐徐铺开。

今年以来，西峡县按照“两个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以党建工作为抓手，抓实全面从
严治党要求不停步，咬紧率先转型跨越发展不放松，强力实施“两轮两翼”“九大专项”战略
不懈怠，切实增强担当意识、服务意识、大局意识，担当作为、狠抓落实，以党的建设高质量
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上半年，全县生产总值完成 145 亿元，同比增长 7.6%；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6%；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0%；地方公共财政一般预算收
入 8.1 亿元，同比增长 5.5%，税收占比为 76.8%。西峡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做法，在全市作典型发言；村（社区）党组织满意度调查，西峡满意率位居全市第一。

走进花园式的现代化企业仲景宛西制

药，浓厚的企业文化和醒目的党建教育阵地

相得益彰，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红色

基因”。

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省非公

有制党建工作联系点”，仲景宛西制药党组织

从 1978年建厂同日成立国有企业党支部，到

1995年企业改制同日成立了非公有制企业党

委，党建工作始终贯穿企业发展全过程，党员

从 35名发展到 330名。

仲景宛西制药只是西峡非公有制企业党

建的亮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非公

有制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

龙乡大地孕育而生、发展壮大。目前，该县拥

有非公有制企业 590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264 家、社会组织 66 家，从业人员 8 万余人。

为使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有效覆盖，该县成

立了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工委，定期

召开联席会议，构建以县委“统”、产业集聚区

“聚”、乡镇“兜”、社区党建工作部“拢”的“上

下联动、全域推进”工作体系，强力推进非公

有制企业党组织组建工作。目前，全县非公

有制企业党组织达 242家，其中党委 7家。

推行“党建+”模式，社会治理实现了“网

格化”。该县定期对辖区网格的社情民意、矛

盾纠纷、安全隐患等进行排查和整治，对相关

政策法规、文明创建、安全生产等知识入户宣

传，并就社情民意、安全隐患、城市管理等方

面进行走访，仅城区三个街道办事处共摸排

出不稳定因素 156条、安全隐患 1109处，做到

了及时上报、及时化解和及时整改。

基层党建与脱贫攻坚同部署、双推进，激

励广大党员干部投身扶贫一线，让鲜艳的党

旗在脱贫路上高高飘扬。为贫困村、软弱涣

散村选派 84名驻村第一书记，开展村支部“大

比武”擂台赛，新命名表彰标兵、红旗、优秀村

（社区）党支部书记 37名；实行县处级领导包

乡联村、县直单位包村联组、驻村工作队包村

联户、第一书记驻村和企业包贫困村“五项帮

扶机制”；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启

动……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筑牢了脱贫

攻坚的党建基石。

强本固基

激发活力 集聚加快发展新动能

在南阳汉冶特钢公司轧钢车间，一块块

钢锭像火团般冲出加热炉，在自动化轧机里

蜿蜒前行。该企业总投资 12.59亿元的高品

质钢 3500精轧线项目经过连续生产调试，实

现批量生产。“项目采用的机械设备和自动

化程度、耐腐蚀程度、清洁环保等指标均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全部达产后可新增产值 35
亿元、税利 3.85亿元。”企业总经理许少普自

豪地说。

南阳汉冶特钢 3500精轧项目是西峡县实

施科技创新、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缩影。今

年以来，该县紧紧围绕“两轮两翼”战略，对标

“九大专项”，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聚焦科技研

发，推动转型升级，以“智能化、绿色化、服务

化、高端化”为引领，着力打造现代产业发展

新高地，引领先进装备制造、特钢及新材料等

为龙头的现代制造业全面升级。

作为西峡的传统优势工业项目，该县把

打造先进制造业强县作为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的突破口，成立高规格的专项领导小组，设立

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专项基金，通过贴息、补

助、奖励等形式，用于先进装备制造业公共平

台建设、新产品开发、重要课题研究、科技成

果转化等。2018年，该县财政投入科技创新

经费 9507万元，同比增长 30%，增速居全市第

一，拉动企业投资 9.67亿元。众德公司投资 2
亿元，建成年产 40万支MQB耐热钢涡轮增压

器生产线，上马的制砂、制芯、造型、烘干、清

理、加工、计量检测及清洗等 107台（套）设备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智能工业”“智慧制造”已成为西峡经济

发展的强劲“脉动”。围绕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通宇集团、西排公司、西泵公司等企业

先后成立了研发机构，创建工程技术中心，

确立了一批科技攻关项目，研发推出 EMT动

力系统、三元催化器、高性能汽车密封条、

电子水泵等重大创新成果，机器人智能生产

线迅速扩容。目前，该县拥有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 3家、省级以上研发平台 27家，拥有

技术专利 318项、省著名品牌 17个，其中冶

金保护材料国内市场占有率保持在 95%以

上，仲景牌六味地黄丸和汽车水泵、排气管

国内市场占有率保持在 30%以上，产销均居

全国第一。

创新驱动

科技引领 形成绿色发展新格局

招才引智

智汇龙乡 打造回归创业新高地
在不久前举行的西峡县招才引智暨及

招商引资签约仪式上，县政府分别与南阳师

范学院、南阳理工学院签署院县合作和科技

招商框架协议，杭州恒力制造科技公司、高

山食品（深圳）公司等 4家“回创企业”与该县

签订总额 37.3亿元的招商引资合作协议，涉

及装备制造、农副产品加工、养生旅游度假

等领域。

近年来，该县紧扣主导产业和企业经营

需求，出台创新创业人才引进管理办法，支

持 20名创新创业领军人才、50名产业高端

人才、100名产业急需紧缺人才，形成人才引

领产业、产业集聚人才、人才与产业良性互

动的良好局面。对创新创业领军人才、高端

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该县设立 1000万元回

创专项奖励基金，鼓励在外人才返乡创业。

同时，采取技术入股、有偿咨询、聘请顾问、

兼职挂职、定期服务等多元化灵活方式先后

引回高学历、高技能人才 260人，创办企业、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450个。

组织县内企业家学习充电。该县连续

三年举办星级以上企业家专题培训班，组织

骨干企业到国内知名高校学习科学运作模

式、行业转型方向、现代管理经验，开阔眼

界、拓宽思路、更新观念，突破传统思维模式

对企业快速发展的束缚，成为该县打造“创

新西峡”的重要战略举措。先后依托高等院

校和科研机构，举办星级以上企业家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专

业培训班 6 期，培养了一大批创新型企业

家。38名县处级党员领导干部联系服务 55
名专家人才，评选表彰奖励科技功臣、拔尖

人才、回创之星，鼓励企业家团队和各类人

才早出成果、多出成绩。

建立人才柔性引进机制。该县与清华大

学、重庆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科院工程研

究院、武汉理工大学、湖北化学研究院等 20多
家高校和科研院所深度合作，在骨干民营企

业中建立 35个高新技术研发机构，开发近百

种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技术产品。西

保集团通过对冶金功能材料新技术、新工艺、

新产品的持续深度研发，已发展成为国内最

大的生产冶金功能保护材料的高新技术企

业；西泵公司联合武汉理工大学实施的省重

点科技攻关计划“汽车电子水泵研制”项目，

打破了国外长期以来的技术、价格垄断。

昔日孔雀东南飞，今朝羽满凤还巢。近

三年来，西峡籍回乡创业企业家、工程师以

及各类“高管”人才达 280余人，回乡创业的

大学生达 1500余人，“回归经济”已经成为促

进经济转型升级、积蓄发展后劲的强力引

擎，全县生产总值的 25%来自“回归经济”。

投资 11亿元的瑞发电气公司防爆电机

生产线、投资 5亿元的仲景宛西制药中药配

方颗粒等 49个项目已竣工投产；投资 12亿
元的通宇集团新能源电机、投资 5亿元的南

阳 职 业 学 院 二 期 等 55 个 项 目 正 有 序 推

进……行走在被誉为“西峡硅谷”的产业集

聚区，目之所及、生机盎然。

作为工业基数相对较高、环保压力较大

的县，该县按照“高科技、低耗能、无污染”的

要求，以生态、市场、资源倒逼机制筛选优质

项目，致力于工业经济从能源损耗型向新能

源产业转型。今年以来，该县坚持以“项目

建设提升年”为载体，建立健全各项机制，推

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该县今年纳入南阳

重大项目管理系统的 5000万元以上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达 104个，投资 271亿元。

紧盯重点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在产

业投资上注重“强链”，在基础设施投资上注

重“成网”，在生态保护投资上注重“扩面”，在

社会民生投资上注重“补短”，不断提高项目

策划质量。该县严格按照项目单位提出建

议、相关职能部门联审评议、县四大班子会集

体商议、县委常委会研究决议的“四议工作

法”，对拟实施项目的产业准入、用地选址、前

期要件、建设内容、融资模式等要素进行充分

谋划论证、分析研判，确保项目实施的科学

性、可行性。上半年，共筛选论证新开工建设

项目 89个，目前已全部落地实施。

专人专班推进，创优建设环境。盯紧抓

牢全年谋划的重大项目，特别是省、市重点

工业项目，严格实行“五个一”，即每个项目

由一名县级领导分包、一个责任单位主抓、

一个项目主体落实、一张时间表施工、一本

台账督查销号，明确年度投资目标、建设内

容和具体责任人，实行旬督导、月通报、季排

队，半年观摩讲评，年底考核奖惩，全力推进

项目实施。针对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强

揽工程、阻挠施工等黑恶违法行为，该县把

持续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作为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工作重点。上半年，该县新立案侦办

涉黑涉恶案件 30起，破案 28起。

创优服务环境，强化项目保障。深入实

施“放管服”和大项目联审联批，积极推进事

项梳理、流程再造、实体大厅优化提升、审批

服务网上办理、数据共享等工作，完善“一窗

受理、集成服务”。持续精简各类审批材料，

继续深化“五减一优”工作，在 2018 年精简

30%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县级材料减少

60%以上。严格实行首席代表、一次告知、

服务承诺、限时办结等制度，简化办事程序，

压缩办事时限，即办件当场或当天办结，承

诺件 3个工作日办结，联办件在法定办理时

限基础上压缩 50%，整体工作效率较以往提

高 60%以上。

岁月流金，党旗飘扬。在新时代高质量

发展的征程中，全县上下正以干事创业的豪

情、真抓实干的激情、奋发有为的热情，积极

谱写更加壮丽的跨越发展新篇章，以优异成

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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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生产线开足马力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余耀耀余耀耀

AA44
组版组版 耿淑博耿淑博 校对 蔡丹青校对 蔡丹青

■■20192019年年77月月2929日 星期一日 星期一

龙腾南阳 电子版

云云 悦悦 读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