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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发展的产业集群、平坦笔直的柏油大道、绿树掩映的休闲广
场、红红火火的群众文化活动……开发区大地上，正呈现出一派生机
勃勃的景象。

奋斗，正擘画着开发区的未来蓝图！ 伴随着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
发展的铿锵鼓点，开发区在腾飞的征程中砥砺奋进，奏响了改革发展
最强音。

以党建“第一责任”引领和保障发展“第一要务”。 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全区上下鮸力同心，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经济
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增速实现历史性突破。2022年第一季度，全区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9.9%，固定资产投资完同比增长 18.4%，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8%，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9.6%，实现了“开门红”。

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双统筹”
������开发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 市委决
策部署， 坚决落实党中央 “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
稳住 、 发展要安全 ” 的重大要求 ， 坚定发展信
心， 抓好工作统筹， 想方设法助企纾困稳就业保
增长 ， 全力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 确保实现
“双过半” 目标。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既是一次

大战， 也是一次大考。 开发区党委书记王文峰、
管委会主任刘涛， 以及区领导班子成员深入疫情
防控一线， 落细落实各项疫情防控举措， 千方百
计解决企业复工复产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保物

流、 保畅通、 保供应、 保生产、 保民生， 平稳有
序推动经济持续恢复。

越是激流越是勇进！ 领导靠前指挥、 一线作
战， 以雷霆之势、 绣花之功， 构筑起群防群治、
联防联控的 “铜墙铁壁”。 社区党支部书记心系
群众做实事 ， 网格员牵挂居民大小事 ， “志愿
红” 在一线唱响 “奉献歌” ……全区干群用扎实
行动践行 “爱家乡、 护亲人、 保安全、 作贡献”，
筑牢疫情防控屏障， 让党徽在胸前闪耀、 党旗在
抗疫一线飘扬。

复工复产开足马力 ！ 组织企业有序复工复

产就是对疫情防控的最大支持 ， 开发区以开展
“万人助万企” 活动为抓手， 主动上门服务， 让
市场主体充分享受政策带来的实惠 。 统筹谋划
招商 ， 抓好 “三个一批 ” 重点项目建设 ， 增强
发展后劲。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聚焦主导产业，
培育优势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 千方百计扩大
增量。

开发区 13 个项目纳入河南省前三期 “三个一
批” 重点项目库。 截至目前， 开发区签约项目履
约率 、 签约项目开工率 、 投产项目达效率均为
100 %， 位居全市第一位。

新经济赋予腾飞新动能 产业集群发展跑出“加速度”
������入驻周口中兴新业港产业园的河南省正信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正信检测）， 是一家
致力于成为国内一流、 集多种检测能力为一体的
综合性检测机构， 去年 10 月被认定为河南省高新
技术企业， 今年 3 月又进入河南省第三次土壤调
查实验室名单， 参与全国第三次土壤调查。

按照产业概念规划目标和上位规划要求， 中
兴新业港产业园建成后， 将引进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电子、 节能环保材料、 大数据、 物联网、 电
子商务等产业， 逐步形成以产业驱动为依托、 以
高新技术应用为羽翼、 以中小企业集聚为业态的
产业新城， 成为集生产制造、 科技研发、 创业孵
化、 人才培养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产业综合体。 它
的落地运行， 无疑将对加快周口产业转型升级、
培育新兴业态， 为开发区聚集高端优质资源， 从
而推进中心城区大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开发区依托中兴新业港产业园开展园区招商

活动， 引进孵化一批效益好的知名检测检验服务
机构和符合我市六大支柱产业的区域特色类重点

实验室， 目前像正信检测这样的高新技术企业正
在开发区 “扎堆”， 精诚检测、 宏垒质量检测、 三
川司法鉴定 3 家检测检验中心已入驻。 开发区着

力打造的豫东南检测检验和重点实验室集聚区初

具规模。
新经济赋予开发区经济腾飞新动能。 开发区

全面贯彻落实市委书记张建慧调研开发区指示要

求和 “五区” 重点工作推进会部署， 紧抓新经济
的发展大潮， 围绕做好新经济产业链布局设点，
推动新经济朝着 “一体化” “全业态” 趋势发展。

壮大 “四大集群”
壮大健康食品集群。 加快现有食品企业转型

升级， 强化数字赋能， 打造全省、 全国 “零反”
食用油行业新标杆， 使益海嘉里特种油脂成为国
内最大特油综合加工厂。

壮大数字经济集群。 依托中兴新业港、 青网
科技， 聚焦人工智能、 网络经济， 强力推进新型
工业化发展， 创新发展新业态， 打造创新型智慧
园区和现代服务业新高地。

壮大新型材料集群。 引导杭萧钢构、 天子铝
材等龙头企业对标智能工厂 ， 支持卉泽精密钣
金、 领尚科技等骨干企业发展智能车间， 鼓励永
正铝模、 龙途新材料等企业试点智能制造环节，
建成河南省最大铝合金工业材料基地。

壮大生物医药集群。 鼓励国药控股、 仁和药

业等企业和行业龙头合作生产或共同研发， 推动
医药企业高端化产业化发展。

建好 “六大园区”
全力打造豫沪合作周口示范园、 周口数字经

济双创孵化园、 周口青网科技产业园、 健康食品
产业园、 生物医药产业园、 新型材料产业园 6 个
专业园区， 强化创新发展主阵地、 主战场、 主引
擎作用， 全力打造项目孵化中心和创新创业新高
地。

2022 年第一季度， 开发区签约引进亿元以上
主导产业项目 10 个， 总投资 60 亿元。 投资 10 亿
元的数字经济双创孵化园项目， 主要招引电子信
息、 物联网、 检验检测实验室等新兴产业领域企
业， 园区全部投入运营后， 年营业收入达 20 亿
元， 实现税收超亿元， 提供就业岗位 5000 个。 投
资 5 亿元的高精密轴承加工生产线项目， 主要建
设高精密轴承加工生产线、 高精度检测设备、 自
动化生产线研发实验室等， 加速推进产业数字化
进程 。 投资 20 亿元的中北 5G 基站项目全面提
速， 进一步加快周口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全覆盖，
助力数字经济大提速、 大发展。

好环境留住“金凤凰” 优质项目竞相入驻开发区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感受最真切。 开发区以
一流营商环境广纳五洲宾客， 激发释放高质量发
展新动能，区党委、管委会全面落实市委书记张建
慧调研开发区时作出的“打造优质产业生态，做优
做强产业集群，优化提升营商环境”重要指示，用
实干交出了合格成绩单。

强化精准施策，破解涉企难题。 以开展“万人
助万企” 活动为抓手， 把每周三定为 “企业服务
日”，分包处级干部、助企联络员深入企业了解诉
求、掌握实情，督促企业复工复产，化解企业融资
难题， 协调解决企业困难， 帮助中兴新业港融资
7000 万元、天子铝业融资 2000 万元、老磨坊融资
500 万元。

强化用工服务，促进稳岗就业。 组织开展 2022
年“春风行动”招聘会，为五得利、益常青等 152 家
企业招聘人员 2120 人。同时，通过校园招、直播招、
重点推等方式，搭建人才供需对接平台，协调解决
企业用工难题。

强化优质服务，助力企业发展。 严格落实退税
减税降费等惠企政策，提升企业获得感。 截至 4 月
底，累计全口径退税 11839 万元、区级 1074 万元。

强化要素供给，保障企业生产。 全力以赴做好

企业疫情防控协调服务工作，确保企业稳岗就业；
协调电力、水务等部门帮助豫沪产业园、中兴新业
港、 海熙药业等企业解决用电负荷不足及用水保
障等问题；协助企业办理应急物资运输通行证 600
张、查验单 400 张。

制订《周口经济开发区关于深化“放管服”改
革，实施“零接触、一次都不跑”的工作方案》，确定
“零接触、一次都不跑”事项清单，搭建“零接触、一
次都不跑”信息化平台。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升级，带来“以商招商”“以
人招人”的外溢效应，一批质量高、潜力大、前景好
的优质项目相继落户开发区。

目前， 合一杭萧、 天子铝业二期等 5 个项目
发展态势良好； 投资 10 亿元的海熙药业全自动
一体化生产线正在调试， 6 月可投产； 国内最大、
年产 3 万吨的特种油脂综合加工项目正在调试设
备， 7 月可投产。 纳入省前四期 “三个一批” 重
点项目库项目 22 个， 已完成投资 71.1 亿元， 签
约项目履约率、 签约项目开工率、 投产项目达效
率均为 100%。 正信第三方检测实验室、 青网科技
莲菜网等 12 个项目已达效； 中兴新业港产业园、
河南三川鉴定服务中心等 5 个项目已投产； 合金

制品生产制造、 半导体生产线等 5 个签约项目已
开工。

越发展越开放，越开放越发展。 目前，开发区
有企业 177 家，拥有“金龙鱼”“娃哈哈”“鲁花”“五
得利”“中兴”等著名品牌。 2021 年，全区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6.7%， 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
长 3.3%，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1%，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9.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
增长 15.9%， 主要经济指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先
后获得 “全国食品工业强区”“河南省招商引资工
作先进单位”“河南省创新型产业集聚区” 等荣誉
称号。

初心照长路， 使命促前行。 “构建高端人才
聚集、 创新创业活跃、 高效率创投运作、 高端要
素聚集的创新生态新体系， 必将为开发区转型升
级、 创新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产生深远影响。 开
发区将以更高站位、 更强担当、 更硬作风， 坚持
问题导向， 精准研判形势， 创新工作方法， 努力
建设高端产业集聚区、 创新发展先行区、 对外开
放引领区、 营商环境样板区、 激情创业模范区，
为周口中心城区 ‘起高峰 ’ 贡献开发区力量 。”
王文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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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新业港产业园

河南海熙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园

周口娃哈哈恒枫饮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益海(周口)工业园内，投资建设的特种油脂项目

周口青网科技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