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季度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认真落实“13710”工作制度，坚持日监测、周调度、

周研判、周问效推进机制，克服疫情影响，铆足干劲，大
干快上，实现了一季度开门红。 今年 3 月 26 日，扶沟县
作为克服灾情疫情经济发展进步县在全省一季度经济

运行分析调度会上作典型发言。
▲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58.99 亿元， 同比增长

5%，分别高出省、市 0.3 和 2.4 个百分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47 亿元， 同比增长 24.6%，

居全市第一位；
▲其中税收收入 2.77 亿元，同比增长 36.7%，居全

市第三位；
▲工业增值税入库 3.47 亿元，同比增长 44%，居全

市第二位；
▲商业增值税入库 6100 万元， 同比增长 275%，居

全市第一位；
▲500 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8.5%，居

全市第四位；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居全市第

五位。

重大项目推进情况
一、重点项目扎实推进
围绕“十大战略”三年行动计划，谋划实施重点项目

160 个（其中，基础设施项目 53 个、工业项目 47 个、社会
事业项目 29 个、服务业项目 15 个、农林水项目 12 个、
能源项目 4 个），总投资 550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57 亿
元，现已完成投资 66.52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42.3%。 其
中，6 个省重点、25 个市重点项目分别完成投资 18.61 亿
元和 44.49 亿元，超序时进度 17.1 和 17.2 个百分点。

二、“三个一批”活动有序开展
截至 4 月底，全县“三个一批”项目 18 个，总投资

73.7 亿元， 已完成投资 35.73 亿元， 签约项目开工率
100%、投产项目达效率 100%、开工项目投产率 87.5%。

三、主导产业园区化发展
1.汽车零部件加工领域
重点谋划和推进中原汽车零部件产业园、福通先进

制造业产业园、金泰铝制品产业园等 6 个专业产业园建
设，计划总投资 145 亿元。

中原汽车零部件产业园，计划总投资 50 亿元，规划
占地 1000 亩。 一期占地 274 亩，建设标准化厂房 21 栋、
研发中心 1 栋，建筑面积 18 万平方米，已建成 14 栋，17
个汽车零部件项目已签约或入驻，部分项目已投入试生
产。

福通先进制造业产业园，计划总投资 50 亿元，规划
占地 1000 亩。 一期占地 500 亩，已开工建设。

金泰铝制品产业园，计划总投资 10 亿元，规划占地
200 亩，已签约落地。 主要建设铝压铸汽车配件生产线
20 条，建成后年可生产铝制缸盖缸体、变速箱壳 100 万
只。

奥凯柴油发动机产业园，由奥兰船舶与北部湾动力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建设，计划总投资 5 亿元，已签约落
地。目前厂房改造已完成，设备已定购，建成后年可生产
柴油发动机总成和发电机机组 1 万台套。

浙江玉环汽车零部件产业园，计划总投资 12 亿元，
规划占地 300 亩。主要生产发动机缸体缸盖、底盘系统、
传动系统、制动系统等系列产品，园区建成后，可入驻关
联企业 20 家以上。

台湾镁轮汽车轮毂产业园，计划总投资 18 亿元，规
划占地 400 亩， 建成后年可加工汽车轮毂 300 万只，其
3D 锻造一次成型技术将填补国内一项空白， 产品全部
销往欧美市场。

此外， 扶沟县同步启动建设汽车零部件研发中心、
产品检验检测中心、展示中心，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签订
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重点围绕汽车零部件及配件精密
加工进行研发，力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蔬菜产业领域
坚持蔬菜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重点

谋划和实施扶沟蔬菜产业综合体、德利尔精品蔬菜产业
园、绿久韭菜产业园、梅园绿色蔬菜产业园等 9 个产业
园项目，计划总投资 35 亿元。

扶沟蔬菜产业综合体，由省农投和扶沟县政府平台
公司共同出资建设，总投资 10 亿元，谋划申报专项债 4
亿元。 主要建设种子培育、品种研发、检验检测、会展培
训和产品溯源系统、电商服务系统等。

坚持“三链同构”，加快推进“中央厨房”净菜加工、
知秋蔬菜加工等项目， 提升全县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
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中央厨房项目总投资 10.4 亿元，占地 400 亩，一期
项目今年 6 月底可投入试生产，日加工预食中餐（预制
菜）15 万份。

在河南农大扶沟蔬菜研究院的基础上， 深化校地
合作，建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不断提升蔬菜品种研发
水平，助推蔬菜产业转型升级。目前，已选育推广西瓜、
辣椒、番茄等新优品种 300 余个，年育苗 5000 万株。

与省农科院深化合作，建立韭菜研发基地，所培育
的“韭仙子”韭菜种子搭乘“实践十号”卫星，送入太空
遨游 12 天， 完成多项科学实验。 目前拥有韭菜品种
206 个、繁育基地 10800 亩，韭菜种子占国内市场份额
的 70%。

四、灾后重建加速推进
立足防灾减灾需要，坚持进度、质量两手抓，在水

利、交通、市政、教育、卫生等领域谋划实施灾后重建项
目 212 个，总投资 11.46 亿元，现已竣工 156 个，剩余 56
个正在快速推进。 其中，贾鲁河（扶沟段）综合治理工程
治理长度 48 公里 , 支流双洎河扶沟段治理长度 5.6 公
里。 新建堤防 10.04 公里，老堤加固 78.01 公里，河槽疏
浚 43.68 公里，新建拦河闸 2 座（北关闸、高集闸）、排水
闸 40 座、引水闸 6 座、桥梁 12 座。 它的建成将扶沟城
区段防洪标准提升为 50 年一遇。 该工程是扶沟县有史
以来规模最大、受益面积最广的水利基础工程，不仅提
高了贾鲁河扶沟段的防洪标准， 解决受益乡镇的用水
矛盾，而且为农民增收致富提供有力保障，具有良好的
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主要工作亮点及成效
一、招商引资成效明显
坚持链式招商。聚焦汽车零部件和蔬菜两大主导产

业上下游延伸、左右链配套，围绕“四张图谱”，开展“四
个拜访”，采取“线上+线下”方式，截至 4 月底，已收集招
商信息 206 条，对接洽谈项目 86 个，烁丰机械、创星机
械等 24 个主导产业项目已签约落地， 协议总投资 167
亿元，为全县主导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奠定了基础。

坚持大员招商。今年以来，扶沟县委、县政府主要负
责同志分别带队到江苏徐州，山东兰陵，浙江玉环、绍兴
等地开展专题招商活动 7 次，与江苏吉麦集团就计划总
投资 55 亿元的吉麦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线项目达成合
作意向，计划总投资 8 亿元的康师傅脱水蔬菜加工项目
正在深度对接。

坚持以商招商。依靠先期来扶投资的玉环企业家宣
传推介，积极开展以商招商工作，今年以来仅从玉环就
引进金迈制造、新原汽配、新凯机械等亿元以上汽车零
部件产业项目 14 个。

二、“万人助万企”活动走深走实
▲设立工业发展基金， 支持 29 家企业实施技术改

造，计划总投资 22.94 亿元；
▲主动靠前服务，高效解决企业问题 173 件；
▲落实惠企政策， 拨付惠企资金 3061 万元， 退税

6035 万元；
▲指导 90 家企业加大研发和安全投入， 实现了全

县 115 家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安全机构全覆盖。
三、资源要素保障有力
▲针对项目落地难问题，成立由县政府常务副县长

任组长的土地报批专班， 全力做好土地要素保障工作。
今年以来，先后申报项目建设用地 3035 亩，为重大项目
落地提供了有力保障；

▲针对企业用工难问题，组建服务专班，搭建服务
平台，累计为企业招工 2960 人；

▲针对企业融资难问题， 定期举办政银企对接会，
累计解决企业融资需求 11.26 亿元。

四、“百园增效”行动有序推进
严格落实周口市政府盘活开发区低效用地要求，持

续推进“百园增效”行动，新盘活开发区僵尸企业 11 家、
闲置土地 1200 亩，推进开发区“二次创业”成效显著。比
如，中泰缸盖与北京大鸭梨集团合作成立力源制造有限
公司，新上德国静压铸造生产线和意大利保温自动浇铸
系统，铸造等级达到国家 A 级标准，是全省仅有的 8 家
A 级铸造企业之一。 引进巨丰美特好建设项目，盘活粮
海实业闲置用地，亩均投资强度达到 357 万元。

五、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扎实开展“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以“一件事一次办、

有诉即办”为目标，配备“一件事一次办”服务专员，推广“派
驻点”工作模式，着力提升审批效率，以政务服务提质增效
带动营商环境整体提升，受到在扶投资企业普遍好评。

下一步，扶沟县将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
要求，坚持守底线、促发展，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各项工作，为现代化周口建设贡献扶沟力量！

������今年以来， 扶沟县委、 县政府认真贯彻中央、
省、 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锚定“两个确保”，
坚持“项目为王”， 实施“十大战略” 三年行动
计划， 以“三个一批” 活动为抓手， 以开展“能
力作风建设年” 活动为契机， 以重点项目建设为
支撑， 实现了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聚聚焦焦聚聚力力重重点点项项目目建建设设
推推动动经经济济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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