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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实际利用外资 13789万美元，居平顶山各县（市、
区）之首；全年共引进区外资金项目 72个，其中超亿元项目 36
个，实际利用区外资金 88.79亿元；完成对外贸易出口总额
360万美元……近日记者从河南省汝州市政府办获悉，该市对
外开放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招商选资是促进和拉动汝州市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有力
杠杆，也是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标志。2011年，汝州市
充分发挥资源、区位、劳动力等优势，鼓励本地企业引进外资，
推动招商选资工作再上新台阶，实现项目建设新突破：中国平
煤神马集团投资 22亿元的夏店煤田已开工建设；美国 KKR
公司、英国 IFC公司融资 2.9亿美元与天瑞集团合作建设水泥
生产项目，目前天瑞水泥已经在香港上市；山西天源焦化公司
投资 15200万元的恒生科技 15 万吨煤焦油、3万吨炭黑深加
工项目，台商投资 3.5亿元的 6万块双向先张预应力轨道板项
目，台湾客商投资 24亿元的福瑞硅石多晶硅、单晶硅及光伏
产业链项目，福建客商投资 21亿元的华祥国际旅游度假胜
地、台商投资 52.6亿元的温泉观光医疗主题园区等等，一大批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块头”企业相继在汝州落户创业。

2011年，汝州市相继组团参加多次招商活动，签约项目合
同 11个，合同利用区外资金 51.3166亿元，实际到位资金近
10亿元。该市先后组织到南京、温州、福州、宁波、青岛、北京、
上海等地招商，有针对性地开展纺织加工项目、阀门精加工项
目、生物科技项目、电器制造项目、精细化工项目等专项招商
活动。通过“走出去，请进来”，不仅较好地推介宣传了汝州，提
升了汝州知名度，也为招商引资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推进产业集聚区建设，强力搭建企业招商引资平台。近年
来，汝州市按照“竞争力强、成长性好、关联度高”的原则，紧紧
围绕“依托地方资源，拉长产业链条，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路，
把产业集聚区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作为承接产业转移
的重要桥头堡，不断配套完善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引导生产
要素向园区集中，产业集聚区内相继建成了恒生科技 15万吨
煤焦油及 3万吨炭黑加工，汝州市威德邦瓷业年产 10万吨中
铝球、2000万平方米瓷质砖，汝丰焦化高炉煤气，郑铁三佳年
产 20万块双块式轨枕等 20个项目；续建投资 8亿元的天瑞
煤焦化有限公司 100万吨捣固焦，投资 6亿元的汝州群利实
业有限公司年产 6万块双层双向先张板、高速道岔及配件等 6
个项目。目前，建成区面积达到 9.27平方公里，完成营业收入
37.75亿元，实现税收 2.9亿元。同时，该市还下大工夫抓好轻
工业集聚区和王寨产业集聚区等园区的招商选资能力，不断
提升集聚区档次和服务环境水平，园区内已落户新乐电器制
造、申通物流等一批大项目。

随着招商选资、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汝州市吸引了
一大批发展前景好、投资额度大、辐射带动性强的大块头项目
落户。目前，该市已发展成为河南省最大的水泥、玉米淀粉、饼
干生产基地，河南省重要的煤炭、电力生产基地，全国重要的
高速铁路无渣轨枕生产基地，世界领先的重载高速机车合金
钢铸件和火车轮铸件生产基地。初步形成了煤—电、煤—焦—
化工、煤—电—合金钢铸件、煤—电—建材、煤—电—氢氧化
铝五大循环产业链集群发展大格局。

刘迎忠董事长（右三）向合作单位介绍登电集团产业园规划

经理人

怡利达食品公司位于信阳市淮
滨产业集聚区，该公司申请办理的 4
个项目需多个部门审批，若按常规
由企业一个一个部门跑，最少需要
两周时间。淮滨产业集聚区对该企
业办理事项实行了服务项目“联审
联办”，在办理时，召集相关部门联
合办理，当场办结。企业负责人感触
说：没想到“零阻碍”服务有这么好，
给我们企业帮助这么大，今后我们
办事更省心了。

针对企业与职能部门交往过程
中可能存有的“四难”、“四乱”等问
题，去年 3 月以来，河南省信阳市出
台实行了《对产业集聚区企业发展
实行“零阻碍”服务实施办法》。该办
法针对产业集聚区企业推行以零接
触、零懈怠、零干扰、零滞留等七项
服务措施为主要内容的“零阻碍”服
务，积极打造省心、用心、安心、舒心
的发展环境。

“零接触”
让企业投资更省心

“零接触”，即专门成立企业服
务办公室，为企业办理所有涉企发
展的事宜，实现企业与职能部门的
“零接触”。企业办公室设在各个产
业集聚区，产业集聚区主任兼企业
服务办公室主任，办公室配备 2—3
名熟悉涉企服务办理业务的同志为
首席代办员，实行集中办公，挂牌上
岗。同时，每个成员单位明确 1—2
名熟悉本单位业务的同志为协办
员。目前，信阳市共成立企业服务办
公室 16 个，首席代办员 56 名，协办
员 41 名，企业服务办公室的设立为
企业与职能部门搭建了沟通的桥梁
和纽带。为保证真正实现企业与职
能部门“零接触”，企业服务办公室
实行首问负责制和全程代办制，对

企业需要办理的事项一次性告之所
需准备的所有材料，在具体办事过
程中，由企业服务办公室首席代办
员负责到本县区（管理区、开发区）
行政服务中心相关窗口或有关职能
部门进行办理，相关职能部门的协
办员负责协助，企业与职能部门不
见面、不接触。实施“零阻碍”服务以
来，全市已为 108 家企业全程代办
了各类手续。

“零懈怠”
让干部办事更用心

“零懈怠”，即要求所有职能部
门及其办事窗口在为企业办理各类
行政服务事项时，在手续齐全、资料
完备的情况下，可以当场办结的，实
行即收即办；对程序、条件等相对复
杂,不能当场办结的行政审批服务事
项，在一周内办结。高标准、严要求
使广大党员干部不敢有丝毫懈怠，
不断在转变观念和提高效率上下功
夫，更加用心地为企业服务。上天梯
产业集聚区提出了变“管理区”为
“服务区”，变“公务员”为“服务员”
的服务理念，进一步增强服务的主
动性。罗山县产业集聚区同裕电子
公司在征地过程中由于有 98 座坟
墓需迁移，迟迟不能开工，企业服务
办公室了解情况后，专门抽调人员
主动协调解决迁坟问题，仅用一周
就解决了问题，保证了企业顺利开
工。息县将作风建设督察组派驻到
县产业集聚区，把作风督察与企业
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对职能部门不
能一周办结的实行问责，同时充分
利用“三级三色”督察令等有效手段
不断提升职能部门服务意识和水
平。同时，市里组成督察组，对各企
业服务办公室和各职能部门工作人
员办事效率实行明察暗访，对办事
效率低下或故意为难企业的人和事
进行严肃查处，目前，共对各产业集

聚区落实“零阻碍”情况进行了三次
集中督察，共对四大类 19 个问题进
行了通报，并进行了跟踪问效，确保
整改落实到位。

“零干扰”
让企业发展更顺心

“零干扰”，即规定每月 1—25
日内除县区长同意的一律不得检
查，25 天以外的检查也必须由企业
服务办公室人员陪同检查，便于及
时协调解决检查中的有关问题。同
时，在产业集聚区设立警亭或派出
所，配足警力，在每个企业挂警企联
系卡,加大对产业集聚区周边治安的
巡查力度，加强对治安乱点的治理，
源头预防、有效打击、妥善处理企业
周边破坏阻挠企业施工和生产经营
的行为。全市产业集聚区企业共主
动拒绝各类没经批准检查活动 69
起，企业服务办公室共对 7 起未经
批准的检查事项进行了批评纠正，
共成立产业集聚区警务室 16 个，整
治企业周边环境问题 77 个，企业周
边治安乱点 18个，处理 31人。潢川
县产业集聚区警务室还在一个企业
内派驻 3 名警察，长驻服务，便于及
时出警解决企业相关问题。固始县
充分发挥集聚区派出所作用，从严
打击了华艺钢构、居一机械、华强鞋
业、捷盛达、鑫艺来工地恶意阻工、
强买强卖事件。

“零滞留”
让问题解决更称心

“绝不能让企业发展中的问题
在我们这里滞留”已经成为各个产
业集聚区企业服务办公室的共识和
承诺。公布 24小时投诉举报电话 17
个，实行投诉直办制，对每一个问
题、每一起投诉直查快办、积极协
调，不使问题滞留，确保企业满意。

对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重
大复杂问题，由对口联系的县级领
导一对一服务，一对一协调，实行一
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抓
到底，真正建立招商工作无障碍的
“绿色通道”，使企业生产经营过程
中的问题得到及时解决，保证企业
正常生产经营。上天梯产业集聚区
实行保姆式服务，所有入驻企业从
项目洽谈到竣工投产，乃至该企业
正常生产后的一系列问题均由一名
处级领导专门负责，实行跟踪服务。
商城县也将入驻的 41 个企业分包
给集聚区领导班子，实行“企业到
人、领导到企、服务到家”。平桥产业
集聚区灵活采用现场办公、一事一
议、一企一策等做法，积极协调市、
区各相关部门采取特事特办方式，
促进企业快速发展。来自山东的东
信光电科技公司一位负责人在谈到
信阳环境服务时竖起了大拇指。他
说，“外商来投资最怕遇到冷面孔，
而信阳上至领导，下到工作人员，经
常热心地询问我们有什么难处，给
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服务。尤其是
信阳推行的‘零阻碍’服务，及时为
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为我们项目
从‘纸上’落到‘地上’节省了时间。”
信阳“零阻碍”服务措施为产

业集聚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
环境，大批客商纷纷落户，2011 年，
全市 15 个产业集聚区累计入驻企
业 855 个，已建成投产企业 588
个，在建项目 197 个。信阳市产业
集聚区也荣获“2010 年度河南省十
佳产业集聚区”称号，受到省政府
表彰。

杨鹏飞 本报记者 王少华

从濒临关停退出到跻身中国企
业 500 强，从地方政府担心可能成
为“大包袱”到第一利税大户……登
电集团何以实现华美转身? 全国两
会召开前夕,本报记者一行驱车赶往
位于嵩山脚下的登电集团总部 ,向董
事长刘迎忠讨教一二。

坚决淘汰落后产能

有人说刘迎忠运气欠佳，这话
也不无几分道理。2007年 2月，刘迎
忠上任登电集团总经理，正好赶上
国家加强宏观调控，要求小电厂等
落后产能限期关停退出，一下子把
登电集团逼到了生死关头；2009 年
3月，刘迎忠挑起登电集团董事长大
梁，又恰逢国际金融危机深度蔓延
之时，刚刚走出低谷的企业再次面
临严峻挑战……
“那真是不堪回首呀！”时隔数

年之后，回想起那段艰难时光，刘迎
忠依旧唏嘘不已。登电集团当时面
临两难选择，刘迎忠对记者说，一是
对国家淘汰落后产能政策采取拖延
战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样做
的好处是企业暂时能生产，员工眼
前有饭吃，结局是最终被迫关停，给
社会和地方政府留下一个大隐患，
我把它简称为“等死”；二是破釜沉
舟，背水一战，坚决淘汰落后产能，
抢抓机遇，迅速发展壮大新型产业，
这样企业不仅能绝处逢生，还将获
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坏处是一旦转
型失败，企业将立马死掉，近万名员
工生活无着落，这样可能就成了“找
死”。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掌舵
登电集团的刘迎忠义无反顾地选择
了后者。2007—2009年，登电关停了
6个企业，拆除关闭了 6台小火电机
组、5 条立窑水泥生产线、4 条电解
槽生产线和 2 座小煤矿，2500 多名
员工不得不转岗待业。面对各级领
导的担心和部分员工的抱怨，刘迎
忠含泪发誓：尽快发展壮大新型产
业，保证不让一名员工失业！

2007年 5月，投资 6亿元与中
国联合水泥集团合资的日产 5000
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正式开工建
设，两年后建成投产，不仅年可实现
销售收入 5.7亿元、利税 1.7亿元，
而且使集团的水泥产业由 100 万吨
增长到 300万吨的生产规模。2010
年 9 月对日产 1000 吨的水泥生产
线进行特种水泥技术改造，2011 年
8月 6日工程竣工，成功实现了由普
通水泥向特种水泥的转产，年产规
模达到 50万吨，成为全国最大的特
种水泥厂，填补了国内硫酸铝盐水
泥新型干法煅烧的一项空白，不仅
确保了企业持续生产、提高效益，而
且保证了员工不失业。与华润合资
投资 48亿元的 2台 60万千瓦发电
机组，2011 年 11 月 28 日首台机组
一次并网发电，两台机组全部投产
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30亿元、利
润 3亿多元。利用日产 5000吨水泥
生产线余热建设的 1台 900千瓦纯
低温余热发电项目，于 2010 年 11
月开工建设，2011 年 9 月建成发
电，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3000万元、
利税 1200 万元。2009 年 9月开工
建设年产 5 万吨铝型材项目，2010
年 7月建成投产，投资 2.8亿元，年
可创产值 12亿元、利税 1.3 亿元。
二期年产 15 万吨的高档节能铝型
材项目，于 2011年 12月 18日开工
奠基，总投资 11.8 亿元，建成后年
可实现产值 35 亿元、利税 3.5 亿
元。2伊800 万 m2的硅酸钙板项目，
投资 5000万元，是企业转产转型项
目，2011 年 5月开工，目前正在试
生产，100多名员工顺利实现转岗。
年产 45 万吨马鸣寺煤矿是一个接
替矿井，总投资 5.3亿元，于 2010
年 9 月开工建设，2014年投产后不
仅使集团煤炭产业进一步升级，而
且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1.7 亿元、利
税 5000多万元，原关闭煤矿员工还
可重新实现就业。年产 6000万块粉
煤灰烧结砖厂于 2010 年底正式投
产。100MW风力发电项目已列入国
家“十二五”第一批核准项目，并与
中电装备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不
日即可开工建设。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刘迎忠告诉记者，能源企业要
想做到节能减排、保护环境、造福社
会，就必须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
循环经济，实现清洁高效生产。

登电集团利用粉煤灰治理河
滩，复土后造田 1200 余亩，不仅治
理了污染，而且得到了上级土地及
环保部门的充分肯定。现有煤矿的
煤炭被送到电厂发电，煤矸石粉碎
后作为生产水泥和蒸气砖的原材
料；市区污水场和产业园区内企业
排出的废水统一收集处理后由热电
厂使用；为消化热电厂产生的粉煤
灰，配套建设了日产 5000吨熟料新
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粉煤灰由水泥
厂全部综合利用生产粉煤灰水泥；
利用水泥厂的余热建设余热发电机

组，热电厂的电能和蒸汽供给园区
内的生产企业及登封市区，电输送
到铝企业生产铝板、带、箔及型材深
加工。从而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生产
者、消费者、还原者”的工业生态链，
实现了工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
统一，经济发展形成了由粗放型向
集约型、生态型和效益型转变的循
环经济模式。2007年，投资 1亿多元
改造提升了热电公司烟气脱硫等清
洁生产技术，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硫
8000吨、节约标煤 5640 吨、节约燃
油 200吨、设备使用效率提高 21%。
投资近 2亿元在集团推行清洁生产
工作，热电公司、水泥公司、铝业公
司、铝加工公司等企业，先后通过
省、市环保部门的清洁生产验收，被
评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绿色
企业”。

转型升级使登电集团绝处逢

生，焕发勃勃生机，2008年实现销
售收入首次超百亿元，成功跻身
2009中国企业 500强，2011年实现
销售收入 142亿元。企业连续数年
保持着登封工业经济的首位度，成
为全国县属国有企业的排头兵。谈
到未来的发展，刘迎忠更是胸有成
竹：到“十二五”末，登电集团将达
到发电装机容量 233.65万千瓦、煤
炭 300万吨、氧化铝 80万吨、铝合
金 47万吨、铝加工 47万吨、粉煤
灰硅酸盐水泥和特种水泥 550 万
吨、洗煤 300 万吨、清洁造纸 20 万
吨、碳素 15 万吨、冰晶石 5000 吨、
粉煤灰煤矸石烧结砖 1.2 亿块、硅
酸钙板 1600 万平方米、干粉砂浆
50万吨的生产规模，资产总额实现
翻一番，销售总收入达到 280 亿
元，利润达到 13亿元，利税总额达
到 28亿元。

刘迎忠：做强登电集团

登封电厂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登电集团”）
位于“天地之中”的河南省
登封市。多年来，该集团创
造性地实施“煤变电、电变
铝、矿石变产品、废渣变水
泥”的黑白发展战略，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产业链条，
开辟了我国煤电一体化、
电铝结合、粉煤灰综合利
用、依托小电办大电之先
河，被誉为“全国地方电厂
的一面旗帜”。登电集团位
列 2010中国企业 500强第
483名，2011年实现销售收
入 142亿元；连续 10年获
得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
企业”荣誉称号，河南省仅
此一家。集团建有国家级
实验室 1个、省级实验室 3
个、省级技术中心 2个。

现任董事长刘迎忠，
高级会计师，高级职业经
理人，郑州市人大代表。
1980 年 9月到登封电厂工
作，从事一线工作 8年，先
后任登电水泥厂财务科
长、副厂长，登电集团副总
经理、总经理，2009年 3 月
任现职；先后获得过国家
科技成果一等奖，河南省
十大管理英才、河南省十
佳科技型创新企业家、河
南省劳动模范、2009 中国
十大杰出企业家等荣誉称
号。

王新琦 杨光 本报记者 王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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