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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光林" 今年

上半年#项城市招商引资$项目建

设成效显著% 开工建设
/1

个重点

项目#总投资
.1$

亿元#其中集聚

区工业项目
!

个#全部是亿元以上

项目#总投资达
0/

亿元%

燃气电厂投资
/!2!

亿元$莲花

生态工业园投资
.#2"

亿元$六合堂

药业投资
"

亿元$纺织公司一期投

入
32"

亿元# 中电投和中石油两大

央企$江苏康宝药业集团$北京悦

康医药集团$中国商务男装第一品

牌庄吉服饰均落户项城产业集聚

区% 这些项目科技含量高#上海六

合堂药业按照国际一流标准设计$

建设# 两个产品填补国内空白&项

城纺织公司
/"

万锭纺纱项目全面

升级改造#引进日本最先进生产设

备# 使之成为国内一流的纺纱企

业&东星高新建材采用先进的军工

技术#利用废旧秸秆#生产防火$防

水$防腐建筑材料&莲花酶制剂已

被认定为国家级高科技产品% 除已

落地开工的项目外#项城又储备了

一批大项目$好项目% 如投资
4"

亿

元的亿嘉环保造纸$投资
"

亿元的

康达制药$ 投资
/$

亿元的科莱华

服装商贸城$投资
0

亿元中亚钢材

物流园等项目#即将落地建设%

主导产业优势突出% 食品$医

药是项城市集聚区两大主导产业#

项城市围绕两大主导产业招大商$

上项目% 上半年开工建设的食品项

目投资
40

亿元# 占总开工项目投

资的
0$5

&医药项目投资
./

亿元#

占总开工项目投资的
/$5

%

集约节约不断提升% 低于亿元

的项目#集聚区不再单独供地%对重

大投资项目#增加投资强度%如燃气

电厂投资
/!2!

亿仅占地
/$$

亩#莲

花生态工业园投资
.#2"

亿仅占地

0"$

亩%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 # 项城市

委$市政府提出了'只要客商确定

干#剩下事情我来办(的服务理念%

为强化项目推进责任#实行一个项

目$一套班子$一个领导单位$一套

奖惩制度的'四个一(推进机制#明

确了牵头部门就是项目的领导部

门#其他部门必须服从配合&为落

实推进措施#提出了'三个一(!施

工工地建立一个值班室$铺设一张

床$住进'一把手("和'三停(!不按

时间节点完成项目建设# 就停经

费 $停工资 $停职 "措施 #

/

家单位

因没按时间节点完成任务#被停一

个月经费%同时#项城市委$市政府

拿出
.$$$

万元#对完成招商任务$

项目推进快的单位给予重奖#奖得

让人心动&对目标任务完成不好的

单位#实行重罚#罚得让人心痛#分

包领导还要在电视上公开检讨#责

任单位挂黑旗警示# 真正做到了

'大干大支持#小干小支持#不干不

支持(%

今年#项城市产业集聚区发展

和重点项目建设#是项城有史以来

项目最多$发展最快的一年% 项城

市委副书记$ 市长黄真伟表示#项

城将按照周口市委$ 市政府的要

求#进一步加大招商力度#进一步

加快项目建设速度#力争在今年年

底使项城产业集聚区在入驻亿元

项目$新增投资$利税增长三个方

面实现翻番#争取进入全省十快的

行列%

今年以来#项城市委$市政府提出打造'实力$

魅力$活力$绿色$平安$和谐(六个项城的宏伟目标#

拉开了夯实产业集聚区平台#大投入$大建设$大推

进的热潮# 仅上半年相继举行三次项目集中开工仪

式#有
!

个亿元项目入驻项城产业集聚区#总投资达

0/

亿元% 食品产业园$医药产业园$纺织服装产业园

三园共荣#产业集聚发展#产业链条日趋完善% 不论

是外地客商# 还是地地道道的项城人都实实在在感

受到)项城产业集聚区发展在提速$产业在嬗变#项

城正用一个个项目建设的音符谱写争当周口经济发

展的排头兵$ 争做中原经济区建设生力军的华美乐

章%

大上项目

项城产业集聚区在项城市委$ 市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紧紧围绕'三个翻番($力争步入全省十快先进

集聚区的目标要求# 以 '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落地

年(和'产业转移突破年(活动为契机#把招商引资和

项目建设作为第一抓手#秉承'只要客商愿意干#剩

下事情我来办(和'你投资$我服务#你发财$我发展(

的发展理念#敢于吃小亏#打造新优势#以'净$齐$

绿$美(的完善设施赢得客商青睐#以优惠扶持政策

令客商怦然心动# 以优良的产业优势令客商感受发

展商机#以主要领导亲躬洽谈令投资者志在必得% 通

过多策并举$高效运作#促成了投资
/!2!

亿元的燃气

发电项目$投资
.#2"

亿元的莲花生态园项目$投资
"

亿元的上海六合堂制药项目等
!

个亿元以上项目顺

利开工建设% 同时#投资
4"

亿元的恒嘉环保造纸项

目$投资
"

亿元的乔丹服饰项目$投资
0

亿元的中亚

钢材物流园项目$投资
0

亿元的生物质柴油项目$投

资
/

亿元的庄吉服饰项目等一批大项目正在加紧运

作#有望近期落地% 项目建设成为项城一道最靓丽的

风景%

上大项目

项城把招大商#招名商#招高附加值$高科技含

量$高产业关联度的项目作为切入点#瞄准央企和国

内
"$$

强企业# 依托莲花龙头企业优势和近
4$$

个

制药批准文号的资源优势#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有针

对性地促成大项目$好项目落户项城产业集聚区% 周

口
/-4$67

燃气发电项目十年磨一剑#正是看中了

项城上下齐心$克难攻坚的创业氛围#看中了项城蓬

勃发展的产业前景#看中了项城新一届市委$市政府

务实重干的工作作风#果敢落户项城产业集聚区% 上

海六合堂药业拥有中药提取$口服液$注射剂$片剂$

胶囊等多条生产线# 医药批准文号
0$

多个# 专利
/

个#新药品种
4

个#全部通过国家
879

认证#引来江

苏康宝药业集团强强联合#投资
"

亿元新建
.$

栋三

层高标准厂房和
..

条国家级高科技新药生产线#主

要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艾滋病#其中水解胶原蛋白属国家专利产品$国家

一类新药#技术国际领先#填补了国内空白#建成投产后#可实现销售收入

."

亿元# 利税
4

亿元% 北京悦康药业集团是正在运作上市的大型药业集

团#通过与圣凡药业战略重组#质量效益快速提升#在原有投资的基础上

近日又投资
"

亿元新建一流水平的粉针剂生产基地% 一批大项目$好项目

将重塑项城食品城$医药市形象%

推进项目

项目是等不来的# 周口市市长岳文海在全市承接转移暨招商引资工

作现场会上明确指出#项目具有时机性#必须抢抓机遇&项目具有时效性#

必须争分夺秒% 这就要求大家必须牢固树立机遇意识$争先意识$责任意

识$发展意识% 项城在项目建设上形成高度共识#按照超前谋划$主动出

击$核准登陆$快速推进的工作思路#把握项目建设的主动权#取得良好实

效%周口
/.4$$76

等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项目#多年未果#项城市委

副书记$市长黄真伟亲率相关人员赴北京与中石油$中石化负责同志洽谈#

以你无我有$你有我优的独具优势#得到央企领导的认可% 项城市委副书

记孙鸿俊#项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孙长岭#项城副市长刘玉世接连五

次到项城产业集聚区现场办公$坐镇指挥#在短短
."

天时间内完成土地

征用$拆迁$补偿等大量前期工作#

/

月
/$

日项目正式开工奠基% 燃气发电

项目发起人$亿星集团董事长李士强在奠基仪式上激动地说)'项城市委$

市政府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五通一平+#完善各种建设条件#创造了比

深圳速度还快的项城速度% (项城正是以这种只争朝夕的拼搏精神#确保

签约项目及时落地&对于在建项目#抢天夺时#严把节点#保质保量#加快

推进&对于建成项目#尽快完成设备安装#投产达效% 梦尔罗服饰是一家大

型外资服装集团#通过比较优势#落户项城市产业集聚区#投资
4

亿元#规

划建设
.$

栋标准化厂房#倾力打造一流水平的服装旗舰% 该集团科学调

度#采取边建设$边安装$边生产的模式#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现已完成建

筑面积
1

万平方米#安装设备
4$$$

台!套"#产品全部销往国外%

服务项目

项城市委$市政府及时出台各项加快推进集聚区发展的政策措施#建

立健全项目引进审批'一条龙(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投融资平台建设#注重

银企对接#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 一是对项目入驻手续实行全

程代理制# 建立了集聚区入驻项目立项平台% 二是项目建设落实一个项

目$一个领导$一班人马$一套机制$一抓到底'五个一(工作责任制% 三是

严格实行封闭式管理# 不经项城市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和项城市优化办批

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集聚区对企业进行检查$罚款#全力营造良

好的发展环境% 牢固树立'项目第一$企业至上(的理念#叫响'只要客商确

定干#剩下事情我来办(的服务口号#明确责任#强化督导#精心打造亲商$

爱商$重商的良好氛围#促进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 !"# +,

今年成为项城有史以来项目最多$发展最快的一年

-

!

'

.

/

!

"

0

1

2

3

4

5

!

记
者

杨
光
林

通
讯
员

丁
向
阳

!!!!!!

本报讯 !记者 杨光林"

1

月
/$

日# 项城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园

林城市$省级卫生城市推进会隆重

举行% 项城市委副书记$市长黄真

伟#项城市人大主任韩德平#项城

市政协主席王玉玲等四大班子领

导出席会议%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通报前段

项城市'三城联创(工作情况#表彰

先进#鞭策后进#对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园林城市和省级卫生城市工

作进行再发动再部署# 落实责任#

强化措施#动员项城市上下迅速行

动起来#推动全国文明城市$园林

城市创建工作的开展#打好省级卫

生城市创建大会战#确保全面实现

'三城联创(工作目标%

项城市'三城联创(工作开展

以来# 经过项城市上下的共同努

力#去年提前完成了预定的创建目

标#率先步入全省文明城市$园林

城市的行列% '三城联创(工作取得

了令人振奋的成绩#创建工作取得

了阶段性明显成效% 城市基础设施

投入力度不断加大#管理体制不断

创新#城市综合服务能力和综合竞

争能力不断加强#整体市容市貌得

到不断改善% 在财力相对紧张的情

况下# 积极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

验# 着力整合财力资源和创建项

目# 对城区进行了新一轮硬化$亮

化$绿化$美化#全面提升了城市建

设的品位% 在工作中#严格落实创

建工作责任制% 项城市四大班子领

导率先垂范#靠前指挥#起到了良

好的带头作用% 始终坚持把'三城

联创( 作为重要的民生工作来抓#

不断提升市民的生活质量#切实让

市民群众共享创建成果%

就做好下一步创建工作#黄真

伟要求#一要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建

设#集中精力狠抓落实#硬化要到

位$净化要加强$亮化要升级$绿化

要超前$美化要落实#确保创卫一

举成功% 二要突破卫生整治难点#

集中对楼院卫生$ 城市卫生死角$

街道小巷卫生$公共场所卫生进行

治理# 全力打造干净靓丽新项城%

三要抓好市容市貌管理# 全方位$

立体式进行摸底清查#全力打好市

容市貌综合整治攻坚战% 四要抓好

健康教育#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的

文明卫生意识#推动健康教育工作

不断向前发展%

黄真伟强调#创建省级卫生城

市工作标准高#要求严#时间紧#任

务重#确保'创卫(成功#关键要抓

好各项保障措施# 要做到领导到

位$责任到位$宣传到位$社会参与

到位$督查到位$典型引路到位#深

入推进'三城联创(#确保一举创建

成功#为项城市'三城联创(从省级

向国家级全面冲刺打下坚实基础#

为项城争当周口发展的排头兵$争

做中原经济区建设的生力军做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项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孙

长岭宣读了 ,中共项城市委办公

室$项城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对'三

城联创(工作先进单位和落后单位

进行奖惩的决定-% 项城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崔世岭作了主题工作报

告% 项城市人大副主任张春志宣读

了,项城市创建省级卫生城市实施

方案-$,

/$./

年市容环境集中整治

工作方案-% 与会领导为在'三城联

创(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0

个先

进单位颁奖%

会上#项城市卫生局$城管局$

住建局$教体局$公安局$市场建设

管理局以及东方办事处等单位负责

人分别作了表态发言%

!!!!!!1

月
/"

日!项城市委副书记"市长黄真伟#中$在产业集聚区察看项目建设% 杨光林 张康 摄

!!!!!!

河南东星高新建材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
42/

亿元!利用废旧秸秆!生产防火"防水"

防腐建筑材料& 目前!该项目已建成!即将投产&

!!!!!!

项城市纺织有限公司一期工程投资
32"

亿元& 目前!

."

万锭设备已全

部投产& 杨光林 张康 摄

!!!!!!1

月
1

日!周口燃气电厂机岛设备合同签订仪式在郑州举行!签约金额为
#2/

亿元!是周口有

史以来最大的设备采购合同& 该合同的签署标志着周口燃气电厂项目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

上海六合堂项城制药有限公司投资
"

亿元!于
0

月
.!

日开工& 目前!该项目已累计

投入
"$$$

万元!基础配套设施工程桩基正在施工建设&

!!!!!!

由河南亿嘉集团投资
320

亿元的天安大道!全长
!2/

公里& 目前
:

该项目已开工&

杨光林 张康 摄

项城再次吹响'三城连创(号角

6789:;"<=>"<?@AB"<

聚焦项目建设

本报讯
;

记者 杨光林 通讯员

崔红旗" 为大力推进殡葬改革工

作#项城市于
1

月
.4

日至
.#

日开

展了棺木市场清理整治活动#对违

法生产棺木的销售点进行了彻底

的清理整治#当场取缔棺木销售点

4!

个 #销毁成品 $半成品棺木
.$"

副#取得明显效果%

由于长期形成的 '入土为安(

的观念和风俗习惯#土葬在人们的

头脑中可谓'根深蒂固(#生产销售

棺木的现象更是屡禁不止% 为扎实

有效推进殡葬改革工作#项城市殡

葬改革领导组组织
.$$

多名人员

组成
.0

个督查指导组# 深入全市

."

个镇和城区
0

个办事处督查指

导分包辖区内棺木市场清理整治

工作% 在清理整治活动中#坚决抵

制人情风$关系网#对群众举报的

违法行为#做到报必查$查必果% 对

部分重点户$难缠户#取缔难度较

大的#由工商$公安$林业$民政联

合执法#强制取缔#使清理整顿工

作不留死角% 同时# 建立长效机

制# 继续加大对非法生产销售棺

木行为的打击力度#从源头上遏制

了偷埋乱葬现象的发生#有效净化

了治丧环境#促进了殡葬改革工作

扎实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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