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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版蔡家坡专刊蔡家坡专刊
春天的蔡家坡，发展势头强劲。近日，蔡家坡经开区2021年工作会召开，锚定了未

来发展方向，确定了做强产业的发力点。同时，蔡家坡经开区项目建设也在如火如荼进

行，彰显了加快建设中国西部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基地和丝路汽车名城的信心与决心。 

蔡家坡经开区

聚力加快丝路汽车名城建设
魏薇 温瑶瑶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

力争年产值超 370 亿元

汽车工业是一个典型的

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蔡

家坡经开区因为有陕汽商用

车、汉德车桥、秦达专用车等

车企，而充满强劲的产业联

动发展势头 ；可以说，汽车及

零部件产业是经开区产业发

展的轴心，各类配套产业的

兴起，都与这个轴心有关。产

业基础雄厚，意味再次起跳

有力。打造“丝路汽车名城”

需要出实招硬招。今年，蔡家

坡经开区将积极推进蔡家坡

汽车整车及零部件产业园项

目建设，以园区组建产业上

下游配套合作生态圈 ；支持

陕汽商用车、汉德车桥、秦达

专用车等企业增产扩能，全

面释放产能 ；同时，保障新建

的华强汽车零部件新基地、

陕汽车架、法士特智能工厂

等项目尽快建成投产，进一

步提升产业集聚优势，带动

周边零部件企业发展，推动

汽车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

小企业融通创新、协调发展，

构建一体化的汽车产业高质

量发展体系，力争汽车及零

部件产业年产值达到 370 亿

元以上。

形成全员抓招商合力

积极发展总部经济

招商引资是汇集技术、

人力、管理、资本等要素的经

济活动。抓紧抓实招商引资，

对于区域未来发展格局将产

生深远影响。笔者了解到，今

年，蔡家坡经开区将落实全

员抓招商工作机制，依托汽

车零部件产业园和百万平方

米标准化厂房，持续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

加大标准化厂房园区框

架结构厂房、综合楼、酒店式

公寓、蓝领公寓、活动中心、

园区餐厅、科研楼等租售力

度，明确汽车零部件企业招

引方向，瞄准产业链核心环

节靶向招商。与此同时，大力

引进汽车电子电器、汽车内

饰等高附加值零部件项目，

积极发展总部经济，引导新

落户企业有效集聚。

实施“一桥二厂八路”工程

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宽阔平坦的公路四通八

达，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日臻

完善，道路两侧花红树绿步

移景换……如今的蔡家坡经

开区，交通便捷、顺畅，城市

面貌焕然一新。

今年，蔡家坡经开区将

进一步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

力，实施“一桥二厂八路”工

程，计划在年内建成东四路跨

渭河特大桥、五丈原污水处理

厂及管网工程、大源污水处理

厂提标改造工程，完成曹五

路、站前大道西段、汉德路北

段、宝华与汉德物流专用通道

后续工程建设，启动站前大道

东段、创业路西段、南山路、陕

汽路建设项目。  

此外，配合实施 310 国

道改线工程，在凤凰西路安

装交通设施，补齐停车场、公

厕等城市功能短板。

坚持规划先行

加快产城融合步伐

产城融合既是现代城市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理念, 更

是各类城市产业区发展的新

趋势。今年，蔡家坡经开区将

稳步推进“一城两区”建设，

高质量完成“十四五”发展规

划、蔡家坡城镇化补短板强

弱项工作实施方案等规划编

制。配合完成《岐山县国土空

间规划》蔡家坡片区编制工

作，渭河以南区域重点布局

汽车零部件产业，夯实工业

基础，渭河以北片区重点部

署住宅区、商贸区。强化基本

建设管理，着力解决城市供

暖，部分小区、企业供电等问

题，督促加强小区物业管理，

集中力量抓好城市环境卫生

整治，做好夜间消费场所和

集聚区规范设置工作，推动

产城一体、南北互补。

不断创新体制机制

让城市充满活力

创新能让一座城市活

力四射，实现可持续发展。

2021 年，蔡家坡经开区将开

展管委会机构改革，科学调

整内设机构，实施引才育才

政策，建立以实绩为导向的

差异化薪酬激励机制。

创新的城市还需要创新

的人才。笔者了解到，蔡家坡

经开区还将落实创新型人才

激励政策，加快“高精尖缺”

人才和“创新型”人才引进，

在开设企业、住房保障、子女

上学等方面为高层次人才提

供便利。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吸引更多企业投资建设

营商环境是一个地区

的重要软实力, 优化营商环

境就是提高综合竞争力。今

年，蔡家坡经开区将在要素

保障上持续发力，不断强化

土地报批工作，开展批而未

供、闲置土地处置和农村乱

占耕地建房问题专项整治，

切实做好重点项目用地服务

保障工作。

深化“放管服”等重点领

域改革，严格落实重点项目

包抓责任制，扎实开展联企

助企活动和“政银企”对接服

务，积极推进“互联网+ 政务

服务”，用良好的营商环境，

吸引更多企业在蔡家坡经开

区投资建设。

下硬茬处置遗留问题

卸掉阻碍地区发展包袱

历史遗留问题，积累时

间长、解决难度大、负面影

响广，如果长时间拖下去，

就会成为地区建设发展的沉

重包袱。

今年，蔡家坡经开区将

坚持“一手抓发展，一手抓

遗留问题处置”，持续抓好审

计、巡察反馈问题整改，进

一步规范项目决策程序，加

强项目建设管理，以钉钉子

的精神推动问题一个一个解

决，全面提升发展质量。

转变作风优服务

驰而不息纠“四风”

今年，蔡家坡经开区将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

等。推进“两个责任”贯通联

动一体落实，计划在年内建

成蔡家坡经开区汽车产业园

区党群服务中心，并投入使

用。与此同时，深化赵正永严

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

作，推进省委巡视反馈问题

整改，持续开展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和“懒散疲虚滑”

问题专项整治，下茬整治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建立“勤

合快实责”长效机制，营造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年产 6.5 万吨汽车零部件铸造环保提升迁建项目 ：

基础建设如火如荼
本报讯 七台大型设备进场

开挖建设，一片片土地打好了基

础，正在进行土方回填……近日，

记者在蔡家坡汽车零部件产业园

内看到，年产 6.5 万吨汽车零部

件铸造环保提升迁建项目现场机

器轰鸣，工人正在绑扎钢筋，一派

繁忙场景。

该项目由华强公司投资建

设，项目建成后，将达到 6.5 万吨

汽车零部件的年生产能力，年新

增工业总产值 6 亿元，实现利税

5800 万元。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2 月 17

日他们开始进行土建开挖，目前

铸造一车间内三个板块齐头并

进，熔炼车间的土方回填接近尾

声，垂直生产线正在进行钢结构

螺栓的预埋，水平生产线正在进

行基础开挖。按此进度，今年底他

们将完成生产线的调试，实现试

产。据了解，该项目在保持 6.5 万

吨设计产能不变的前提下，将引

进国际最先进的高端铸造生产

线，对原有的六条生产线进行置

换，以此改变华强公司原来 50%

的高端铸件需要外协的现状，未

来企业将实现铸造产品 100% 本

地化配套。   

 本报记者 魏薇

蔡家坡大源污水处理厂 ：

提标改造项目8月底将竣工
本报讯 笔者近日

在蔡家坡大源污水处理

厂提标改造项目建设现

场看到，挖掘机正在有

序地开挖土方，各项设

施正在加紧建设中。据

了解，该项目计划 8 月

底竣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城镇污水处理排放标

准提高了，而蔡家坡大源

污水处理厂现有设施不

能满足要求，为此，该厂

决定对现有设施进行提

标改造。据悉，提标改造

项目总投资 9098 万元，

占地 10.8 亩。“我们将新

建初沉池、臭氧氧化池、

臭氧发生器间、液氧站、

机修间、除臭生物滤池。”

该项目相关负责人毛振

乾说，他们还将对CAST

反应池、纤维转盘滤池进

行改造。据了解，该项目

的可研、环评、稳评、初步

设计等工作已完成批复

及评审。项目建成后，排

放出来的水可用于洗车、

市政绿化浇灌等。

        （温瑶瑶）

●工作总基调 ：稳中求进、

进中求快

●围绕“三个新”：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紧扣“六个要点”：做大

汽车产业、完善基础设施、加

大招优引强、强化要素保障、

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妥善处理

遗留问题

● 实 现 三 个 目 标 ：高 质

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品质

生活

●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

期目标 ：力争全年实现生产总

值增长 7% 以上，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 8% 以上，规上工业总

产值增长 10% 以上，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8%

以上，财政收入同口径增长

5.8% 以上。

陕汽商用车鸟瞰

污水处理厂建设现场

项目施工现场

汉德车桥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