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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
陇县苏陕工业园 ：

边筑巢边引凤  园区发展上规模
已有 7 户企业入驻    总投资 12 亿元

本报记者 裴兴斌

于2019年 11月开工建设的陇县

苏陕工业园标准化厂房项目，坚持边

建设、边招商、边投产的发展模式，距

今不到两年时间，就建起了面积达 5

万平方米的16栋标准化厂房、1栋办

公研发中心楼及基础配套设施等，并

引进江苏恩达车用线束、陇士茂汽车

配件、众惠水处理设备等 7户企业入

驻，企业项目总投资达12亿元。同时，

依托13家社区工厂，使全县3000多名

脱贫群众在家门口有了工资性收入。

据了解，陇县投资 2 亿元建设

苏陕工业园，就是为了承载江苏铜

山、浙江台州等地劳动密集型企业

的西迁，促进本地群众就业，巩固脱

贫攻坚成效。县上在完成项目一期

规划的 16 栋标准化厂房、办公研发

中心及路网、管网、广场与景观绿

化、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同

步出台了陇县苏陕工业园招商引资

优惠政策，入驻企业第一年免租金、

第二年免 70% 租金、第三年免 50%

租金，为企业提供一对一的“保姆

式”服务，方便企业“拎包入住”，还

派专车送本县青壮年劳动力去江苏

企业总部学习相关操作技术。

县上采取“1+13”模式进行帮扶，

“1”就是陇县苏陕工业园，“13”则是

分布在全县8个镇的13家社区工厂，

让周边镇村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实现

挣钱、顾家两不误。9月 7日，记者在

位于陇县苏陕工业园区的江苏恩达

车用线束项目车间看到，操作员工全

部是陇县人。他们月平均工资达 4300

元，享受交通和伙食补助，企业还给

他们办理了“五险一金”。

“我们就是要依托苏陕协作项

目，进一步加快农村致富的步伐。下

一步，项目二期的建设县上将采取市

场化运作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再扩建

10 万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根据企业

发展需要，完善要素布局，建设绿色

园区和智慧园区。等到苏陕工业园标

准化厂房建设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吸

纳周边镇村 5000 多人就业，群众家

庭年增收 3.6 万元以上。”陇县县委

副书记、代县长李维芳说。

影响生态环境的炉渣、矿渣，经

过加工，“摇身一变”成了建设高楼大

厦的“栋梁之材”。凤县新兴工业产业

园大力发展循环产业，既实现了固体

废弃物变废为宝，又保护了凤县的生

态环境。

9 月 9 日，记者在凤县新兴工业

产业园年产 20 万立方米加气混凝

土砌块项目现场，看到一个个巨大

的“水泥块”被整齐摆放在车间，项

目负责人张正虎说 ：“这是刚切割

完成的加气块。”这个外观跟水泥块

几乎无异的加气块，生产原材料全

部来自东岭锌业产生的矿渣、炉渣。

生产过程中，通过对矿渣、炉渣进行

物理研磨，并进行新技术处理，最后

将其制成抗压效果好、自重轻的建

筑填充物。“同等体积下，加气块的

自重只有普通砖块的三分之一，在

高层建筑中能够有效降低重量对框

架结构的影响。”张正虎说，该项目

填补了凤县在新型环保建材领域的

空白。

据凤县发改局工作人员介绍，新

兴工业产业园根据县上矿渣、炉渣常

年堆积，影响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

以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碳酸钙新型

材料等新兴产业发展为目标，坚持靶

向招商、精准招商。截至目前，入园建

设的年产 20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砌

块生产线项目、年产 20万吨腻子粉项

目已竣工投产，年产 100 万吨碳酸钙

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中。这些项目将有

效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延链、强链、补

链，对加快县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具

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报讯  9 月 9 日 7 时 30 分，麟

游县第三季度重点项目观摩现场会

全体人员来到该县 51 个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之一的兴元小区，听汇报，看

进度，学经验，找不足。“今年10月底，

小区改造工程将彻底完工……”听了

项目负责人底气十足的工作汇报，看

着焕然一新的楼房和辅助设施，大家

纷纷点头称赞。   

当天，由麟游县全体县级领导、

各镇各部门负责同志和“两代表一

委员”等 80 余人组成的现场会成

员，实地观摩了 17 个重点项目，大

家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评、一路

议，为重点项目建设“把脉问诊”，

助力加油。在现场会上，11 个排名

靠后的项目实施单位被当场点名批

评，使其相关负责同志红脸出汗，同

时，找出项目进展慢的症结所在，督

促他们进一步提高工作质量，迎头

赶上。

今年以来，麟游县紧紧牵住项目

建设这一“牛鼻子”，持续开展“晒项

目、亮实绩、比作为”活动，通过周汇

报、月研判、季观摩等形式找差距、促

进度，强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为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目前，全县已

完成市、县级重点项目年度投资任务

的 80.03%。

     本报记者 王怀宇

本周我市将有连阴雨
本报讯 上周，我市天气以晴天为主，

最高气温超过 30℃，天气炎热。本周，我市

将迎来连阴雨天气，最高气温 29℃，体感

凉爽。

据市气象台预报，9月 13日至 14日，

全市多云间晴天。川塬区最高气温 27℃到

29℃，南北山区最高气温25℃到 27℃。9月

15日至 19日有连阴雨，主要降雨时段集中

在 17日夜间至 18日夜间。其中 15日阴转

小雨，局地中雨；16日小雨；17日中雨，局

地大雨；18日，中到大雨；19日，小雨。伴

随着降雨，气温也将随之下降，川塬区最高

气温20℃，南北山区最高气温15℃到18℃。

 （马庆昆 李恩莉）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

（详见第二版）

麟游县举办第三季度重点项目观摩现场会 ：

走进工地找不足  比学赶超抓进度

凤县新兴工业产业园大力发展循环产业 ——

炉渣矿渣变身栋梁之材
本报记者 刘亚媚 胡红玲

工人在加工汽车线束   石宝军 摄

本报讯 9 月 10

日下午，市长杨广亭

调研宝鸡高新区、港

务区、蔡家坡经开区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工作。他强调，要坚

持系统观念和底线

思维，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扎

实做好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工作，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

当天，杨广亭先

后前往宝鸡高新区、

港务区以及蔡家坡

经开区，实地查看片

区规划建设情况，详

细了解空间规划、边

界划定和功能布局

等情况。

杨广亭强调，做

好国土空间规划是支

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长远发展的关键举

措。各有关县区和部

门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

论述和来陕考察重要

讲话精神，进一步理

清发展思路，持续优

化国土空间规划，合

理安排生产、生活、生

态空间。要注重与当

前发展阶段相适应，

与“十四五”规划相衔

接，与未来发展趋势

相匹配，合理利用土

地资源，加快推动“亩

均论英雄”综合改革，

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

质量发展。

杨广亭要求，宝

鸡高新区、港务区和

蔡家坡经开区要着

眼高质量发展，准确

把握城市未来发展需

求，聚焦主导产业，做

强产业集群，完善城

市功能，加快推进区

域融合、城乡融合、产

城融合，着力打造城

市产业聚集区、核心

服务区和产城融合示范区，让城市更具吸

引力、辐射力和带动力。

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宁岗参加调研。 

本报记者 李小玮

杨
广
亭
在
调
研
国
土
空
间
规
划
工
作
时
强
调

坚
持
高
标
准
规
划  

加
快
高
质
量
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