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地点：商南县工业集中区
投资主体：陕西霄龙药业有限公司
建设年限：2019年—2022年 开工时间：2019年 10月
总投资额：7亿元 年度投资：2.5亿元
建设主体：陕西绿水青山建筑有限公司
资金来源：企业自筹
建设内容：项目占地 65亩，分三期实施。一期投资 3.6亿元，建设年产 5000吨中

药饮片生产线、厂房 2 栋以及研发中心、办公楼、电商中心等各 1 栋，建设药材示范基
地 12个；二期投资 1.5亿元，建设营养品、保健品生产线各一条；三期投资 1.9亿元，建
设中成药生产线。

项目亮点：一是道地药材优势。自建高品质中药材基地 12个 2.4万亩，带动群众
种植 14.1 万亩，对选种、育苗等环节实施全链条管控，从源头上确保药材品质纯正。
二是先进技术优势。新建省级实验室 1 个、药品质量溯源系统 1 套，进口液相测普仪
等检测仪器 50套，技术水平国内领先。三是综合效益优势。项目建成可实现年销售
收入 5亿元，税金 4000 万元，直接带动 500 人就业，间接带动药农 7000 多户、年均增
收 3万元以上。

建设意义：该项目的实施填补了商南中医药产业的空白，将成为“三省八市”最大
的中医药产品交易集散中心。

亩均效益：亩均投资1077万元，年亩均产值650万元，亩均税收60万元，解决就业
500多人。

项目进展：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 3.6亿元，其中，2021年完成投资 2.5亿元，建成
年产 5000吨中药饮片生产线及药材示范基地 12个，现进入试生产阶段。

霄龙中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简介

11 月 4
日，在商南县智

慧农业食用菌产业园
内，一座座车间厂房初具

规模、生产正酣，到处是开
足马力忙生产的喜人场景:

料场车间送料铲车正在将料倒
入搅拌机进行搅拌，制棒车间的

工人们正在自动化生产线上转运
香菇菌棒，养菌房的工人们正小心翼

翼地将制成的菌棒放进养菌架上……
商南县智慧农业食用菌产业园项目

占地 80 亩，总投资 3.5 亿元，园区共分香菇
菌包自动化生产车间、真姬菇现代化生产车间、食

用菌交易市场、菌种厂 4 个区域。该项目紧紧围绕商南县“一
心三带五协同”战略布局，着重发展“借袋还菇”模式，为全县菇农提供优
质的菌种、菌棒和技术服务，打通从种植到交易的食用菌全产业链，构造
商南食用菌产业集群，努力把商南县食用菌产业做成既富民又富县的支
柱产业，为乡村振兴奠基。

这是商南县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面对经济下行
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商南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和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县第十九次党代会精神，贯通落实“五
个扎实”“五项要求”，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市级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围绕市委“一都四区”发展定位，坚持生态立县、产业强县、文旅活县“三大
战略”，着力培育新农业、新材料、大旅游、大健康“四大产业体系”，聚力打造生
态茶城、产业新城、旅游名城、康养慢城“四大名城”，大力实施产业转型、城乡
融合、生态文明、社会治理、清廉商南“五大工程”，千方百计谋项目，全力以赴
招企业，动真碰硬解难题，凝心聚力建项目，推动一批基础设施、主导产业、民
生工程项目加快建设，形成了高新产业“领跑”、优势产业“带跑”、传统产业“跟
跑”的良好格局。1月至10月，全县85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90.5亿元、占年度
计划的86.6%，其中28个省市级项目完成投资42.9亿元、占年度计划的95.3%。

聚焦产业谋项目 蓄足发展新势能

高质量项目的关键在于高质量谋划。今年是“十四五”
开局之年，商南县高度重视项目谋划工作，紧盯中央和省投

资方向和国家产业政策，按照“依托资源、高端策划、科技
赋能、长短结合、分类施策”的原则，通过专家培训辅导、

政府专班推进、定期研判交账的办法，推动重点项目
谋划工作，确保项目建设实施一批、谋划储备一批、
滚动发展、接替有序。尤其是围绕特色农业、新材
料、大健康、装备制造“四大产业增长极”，现代材
料、轻工电子、绿色食品、生物医药、装备制造、高
端工艺品等“六大产业体系”，硅科技、国漆科技、
农产品深加工、返乡创业、装备制造“五大产业园
区”，谋划高质量项目，确保每年库存项目达 500
个以上、投资额达 1000 亿元以上，为商南未来发
展积蓄新动能。

年初，商南县及时修订项目谋划指南，下达谋划
任务，明确项目谋划工作目标责任；通过组建“谋划专

班+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形式，开展专题培训，着力提
升项目谋划工作水平；采取县级领导带头、专人审核入库、

季度通报考核、列支 1000万元项目谋划前期费用等方式，扎
实做好项目谋划工作。2021年，全县共谋划项目164个、总投资

245亿元，达到可研和建议深度的分别为86个和78个。其中，产业类
项目 121个、民生类项目 23个、基础设施项目 20个；投资 10亿元以上的项

目 5个，5—10亿元项目 6个，1—5亿元 38个。
同时，商南县积极谋划和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项目，今年

国 家 发 改 委 重 大 项 目 库 已 锁 定 商 南 县 项 目 34 个 ，总 投 资 29.94 亿 元 ，
债券需求 9.76 亿元；录入财政债务系统项目 23 个，总投资 26.56 亿元，
债 券 需 求 8.98 亿 元 。

优化环境招项目 营造发展“强磁场”

8 月 23 日，商南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场准入“跨省通办”窗口通过“陕
西政务专递”向河南省西峡县寄出了第一份“跨省通办”营业执照。这标
志着在商南县让企业享受“网上办、就近办、一地办、随心办”的政务服务
成为现实。

今年以来，商南县扎实开展优化提升营商环境三年行动，实行县级领
导包抓服务、职能部门全程服务、园区镇办保姆服务、督查考核保障服务“四
大服务”模式，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各级减税降费、信贷资金扶
持、援企稳岗等政策措施，全面推进“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积极构建

“亲清”政商关系，促进审批服务提质、企业办事提速、项目建设提效，着力
打造商洛营商环境最优县。

为了破解企业融资及遗留难题，商南县持续开展银企“双走进”活动，
成立了商洛市融资担保公司商南分公司和中小企业互助协会，制定《商南
县企业转贷互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设立发展基金、企业纾困基金和企业
转贷互助基金，协调金融机构为万达智造等项目单位发放贷款 13.27 亿元。
探索制定《商南县企业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办法（试行）》《商南县
保障工业用地促进经济发展十条措施》等系列措施，深入开展中小企业不
动产登记证办理、土地用地抵押担保等遗留问题破解专项服务行动，积极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在此基础上，深入实施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和“全民招商”战略，积
极招大引强，为项目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按照“投行思维”和“招商选
商”原则，聚焦集群化、链条化，持续加大以商招商、乡情招商、产业链招
商力度，引进一批龙头型、旗舰型、基地型“链主”企业。夯实 8 个重点产
业专班主体责任，强化驻外招商、协作招商、云招商，积极推行“链长制”
招商，认真组团参加了商洛市珠三角“大拜访大对接大招商”、2021 年陕
西—京津冀产业合作、四企进商、企地融合发展大会、第五届丝博会、长
安大学 70 年校庆及首届校友产业博览会等重点招商活动 20 多场次，自
主开展首届商南鹿茗开茶节、旅游项目招商推介会、驻外商会年会等专
场推介活动，先后邀请国能集团等 26 家企业来商考察和洽谈重点项目，
引进云网大数据中心等项目 33 个，引资 145.96 亿元，到位资金 120.7 亿元，
各项工作走在全市前列。

强化保障建项目 筑牢发展硬底盘

商南县以抓学教促砥砺奋进、抓项目促投资增长、抓工业促经济回升、
抓环保促生态优化、抓作风促工作落实“五抓五促”活动为抓手，不断强化
建设要素保障、凝聚建设力量。以开展“项目建设突破年”为抓手，按照“新
建项目促开工、续建项目抢进度”的思路，年初建立 85 个项目问题台账和
开复工时间表路线图，印发项目包抓和节点计划。改进常规督查方法，采
取每月录制项目现场视频、前后影像对比汇报、通报打分排名、点评约谈问
责、闭环责任考核等形式，全面落实领导挂帅、项目挂牌、成绩挂钩“三挂制
度”，扎实开展晒承诺、晒举措、晒亮点，比进度、比干劲、比成效“三晒三比”
活动，不断掀起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促大发展的热潮，推动各项措施落地
见效、项目建设快速推进。

围绕“全链条、全周期、全要素”保障项目建设这个中心，实行项目包抓

推进“双承诺”“双交办”制度，在所有县级领导和责任部门签订包抓项目时
序进度和年度效果承诺基础上，对梳理的 32 个项目 72 项问题，以清单形式
交办至包抓县级领导、行业主办部门和属地镇办，通过明确责任时限、定期
督办通报、联评会议交账等方式推动年产 10 万套工业照明设备生产线、钒
电解液生产线等项目如期落地，耐火材料二期、餐厨垃圾处理等项目拆迁
快速落实，中钒昌盛钒氮合金、镁橄榄岩全产业链等项目资金有效缓解，槐
树坪 1.1 万吨五氧化二钒生产线、葫草坪钒矿配套设施建设等项目用地及
时获批，G345 富水至过风楼段公路改建、北环路提升及老城区改造等一批
重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奋战涛声壮，跨越征程急。为了掀起重点项目建设热潮，今年以来，商南
县委、县政府先后举行了首批20个和二季度8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在
各级各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商南县重点项目建设快速推进、成效突出。截
至10月底，天元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智慧农业食用菌产业园、霄龙中医药健康
产业园、年产 60万双成品鞋生产线和黑木耳生态农业示范推广等 31个项目
建成投产；富水茶海公园、县妇幼保健院整体迁建等47个项目超出计划进度，
为县域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紧扣增效“链”项目 激活发展新引擎

在重点项目建设推进中，商南县按照“区域化布局、园区化承载、集群化
发展”的思路，大力建设“一区多园”，全力培育“链主”企业，推进产业“链条
式”发展，积极打造产业集群，精心下好高质量发展“先手棋”。精准绘制新
农业、新材料、大旅游、大健康“四大产业体系”图谱和万达智造、虎之翼、中
钒昌盛、中剑实业、丰联农牧、瑞尔耐材、高科食品、秦乔科技、天元新能源、
金丝峡旅游公司等“链主”企业清单，通过持续不懈延链补链强链，推动主导
产业迈向集群化、高端化。

在现代材料主导产业方面，稳步推进槐树坪和楼房沟2个大型钒矿建设，
打造丹南五氧化二钒产业园；加大双创基地建设投入，加快中钒昌盛钒氮合金
第 3条生产线建设，有力确保钒电解液、钒电池项目落地实施，打造不同“钒”
响的资源宝地和非“钒”之地；推动硅科技产业园 10大产业链、黄姜石产业园
真石漆、瑞尔耐材二期及10万吨硫酸镁和10万吨白炭黑项目建设，打造国内
知名的现代材料基地。

在延链补链强链方面，依托丰联农牧饲料、熟食、冷链等全产业链，高
科食品果蔬脆片、茶多酚萃取等强大生产能力，秦乔农林国漆科技产业园
雄厚的研发实力，实施兴沃鑫年产 10 万头生猪种繁基地 3 个，建成茶海公
园高端茶叶、猕猴桃基地 3 万亩，漆蜡、漆油等食品开发项目 2 个，积极打
造大秦岭绿色食品基地。依托虎之翼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建成年产 30
万套强光手电，引入未来之路年产 10 万套工业照明项目，打造电子产品出
口创汇基地。依托万达智造、天元新能源等主要装备制造企业，实施汽车
进排气管、增压器等汽车配件项目 2 个，打造汽车零部件集散地。依托金
丝峡 5A 级景区影响力，实施高空体验综合体、莲花湖风景区、阳城驿基础
设施、北茶小镇、西街古城提升、水晶文化产业园等 7 个项目，为商南高质
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一个个大项目，就是一个个铿锵有力的奋进足音。一个个重点项目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一批批新兴产业强势崛起、源头发力……一幅高质量发展的
壮美画卷正在商南大地徐徐铺展
开来。在新时代新征程的“赶考
路”上，商南县广大干部群众攻坚
克难、担当作为，正以时不我待的
拼劲和干劲，为建设更高质量、更
有品位、更具魅力的富裕美丽幸
福新商南而不懈奋斗。

项目潮涌逐项目潮涌逐浪浪高高 蓄势赋能正远航蓄势赋能正远航
——商南县2021年重点项目建设纪实

智慧农业食用菌产业园智慧农业食用菌产业园

G345国道丹江桥梁建设现场 县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

县城北环路改造项目

兴沃鑫农牧科技产业园

建设地点：商南县富水镇
投资主体：商南县扶贫开发公司
建设年限：2020年—2021年 开工时间：2020年 10月
总投资额：3.5亿元 年度投资：3.2亿元
建设主体：陕西聚源建筑公司
资金来源：财政资金、企业自筹
建设内容：项目占地 80 亩，总建筑面积 3.8 万 m2，引进年产真姬菇 2400 万瓶、香

菇菌棒 1500 万袋自动生产线，建成科技研发、智能控制、产品展示、集散交易四大中
心和附属工程。

项目亮点：规模大，建筑面积、设备数量、产能较大，年产值 2.7 亿元；科研强，专
家团队、科研基地、科研成果均居于行业领先；智能高，“一键控制”菌种培养、生产车
间和产业基地，打造了“智慧园区”；带动好，带动 1.5 万户群众种植食用菌，户均年增
收 3万元以上，全县食用菌产业年产值达 10亿元以上。

建设意义：填补了商南真姬菇母种研发技术的空白，实现了菌种研发到集散交
易全流程智能化管理，形成了产业链集群，为加快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助推乡村振兴
提供了强力支撑。

亩均效益：亩均投资 437.5万元，年亩均产值 337.5万元，解决了当地 400 多人在
园区就业。

项目进展：完成投资 3.5 亿元，建成“两条自动化生产线”和“四大中心”及配套设
施，已成为西北智能程度最高、研发能力最强的高品质食用菌产业基地。

智慧农业食用菌产业园项目简介

建设地点：商南县工业集中区
投资主体：商南县天元新能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建设年限：2020年—2022年 开工时间：2020年 5月
总投资额：5.1亿元 年度投资：1.2亿元
建设主体：镇安秦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资金来源：企业自筹
建设内容：一期占地 22亩，投资 1.5亿元，建设标准化厂房 1.5万 m2，建设年产 30

万件汽车进排气管生产线 2 条，年产 30 万件汽车座椅生产线 1 条，年产 60 万件精密
法兰生产线 1 条；二期投资 3.6 亿元，在“双创”基地新建标准化厂房 2.4 万 m2，建设年
产 500万件粉末冶金汽车零部件生产线。

项目亮点：该项目拥有 7 项专利技术，通过了 ISO9001、IATF16949 等汽车行
业质量体系认证，实现了从国五标准向国六标准的转型升级，填补了西北地区内
高压汽车进排气管产业的空白，与陕汽、东风、天纳克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建立了
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市场前景广阔，亩均效益好。

建设意义：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7亿元，利税 6800多万元，带动就
业 400多人，实现了“小企业、高产值，小项目、高利税”目标，将成为商南县汽车零部件
产业集群的“链主”企业。

亩均效益：亩均投资 510 万元，年亩均产值 700 万元、亩均税收 25 万元，解决就
业 400多人。

项目进展：累计完成投资1.5亿元。一期项目已建成，二期项目厂房已启动建设。

天元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项目简介

蓄水成景的丹江莲花台电站蓄水成景的丹江莲花台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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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成的旅游集散中心

实施棚改项目建设后的县城西街

试马镇郭垭村生态茶园

霄龙中医药健康产业园霄龙中医药健康产业园

天元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项目成品车间和激光切割车间天元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项目成品车间和激光切割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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