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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水写诗篇，蓝图变壮锦。这一年，洛南发展
令人欣喜，成果催人奋进。

放眼城乡，一座座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一条
条生产线建成投用，一个个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处
处呈现一派火热的景象……一个个关乎洛南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大项目强力推进。

今年以来，洛南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紧扣“一都四区”和“五个洛南”建设，坚持
绿色引领、特色培育、园区承载、集群发展，大力实
施项目带动战略，以高质量项目推动高质量发展。

截至 10 月底，110 个县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20 亿元，超进度 1.7%；30 个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
资 59.3 亿元，超进度 13%；实现生产总值 108 亿元，
增长 14%；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37亿元，增长 13%。

抢抓政策机遇 高起点谋划项目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今年
以来，洛南县紧紧围绕县情实际，坚持一手抓建设、
一手抓谋划，坚持“谋划引领、滚动储备、压茬推
进”，扎实做好项目谋划储备，谋划了一批惠民生、
促发展、补短板、强弱项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战
略性新型产业项目。

洛南聚焦长远需求谋深，紧盯“双碳”战略、乡
村振兴战略，立足构建开放性经济体系，谋划储备
光伏、抽水蓄能电站、澄商高速、商洛支线机场等一
批打基础、利长远的战略项目；聚焦发展需求谋准，
紧扣产业项目延链补链、集群发展，谋划有色金属、
尾矿综合利用、核桃、食用菌、康养等八大产业集
群，确保“十四五”期间项目储备不少于 200 个，总
投资 1600 亿元以上；聚焦市场需求谋精，优化筛选
创新能力强、市场前景好的 5 个重点产业项目，集
中发力、做大做强环亚源生态岛项目，着力打造百
年产业、千亿产值、百亿税收；聚焦民生需求谋实，
紧扣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和“急难愁盼”问题，谋划推
进灾后重建、脱贫巩固、乡村振兴、城市建设等重点
项目，充分发挥项目建设的政治效益、社会效益、民
生效益。

坚持招大引强 高质量招引项目

栽下梧桐树，引来凤凰栖。洛南县坚定不移地
把项目争引作为项目建设的重中之重，坚持“招引
优质企业、延伸产业链条、打造产业集群”，采取延

链补链抓招商、优选对象抓招商、精准对接抓招商、
领导带头抓招商等方式，高质量招引项目，不断凝
聚抓投资、上项目、促发展的强大合力。

洛南通过延链补链抓招商，紧紧围绕“3+N”产
业体系，紧扣新材料首位产业，梳理 12 条重点产业
链，实行县级领导包抓、专班推进，一链一长、一链
一图，招龙头、补链条、育集群。通过优选对象抓招
商，立足绿色循环发展定位，制定产业准入清单、招
商负面清单，按照“一区三园五大板块”产业布局，
紧盯“3个 500强”企业，引进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
东水发、华润集团等 23 家优质企业。通过精准对
接抓招商，坚持叩门招商，依托平煤集团技术优势，
优化整合钼矿开采，建设洛南钼产业园。抢抓宁洛
协作契机，引进投资 3.8 亿元的年产 100 万㎡真空
玻璃项目、投资 4.8亿元的 5000头生态智慧奶牛牧
场等乡村振兴项目。通过领导带头抓招商，下达县
级领导、部门和镇办负责同志招商任务，实行月度
通报、季度考核、定期交账，县级领导带队赴青岛、
南京、广州等地开展招商活动 25 次，1—10 月招引
到位资金 102.9亿元，完成 104%。

聚焦提质增效 高标准建设项目

一个项目，就是一个新的增长点；一批项目，就
是一个新的增长极。一个个项目的落地开花，有力
地增强了洛南县域经济的发展实力。

洛南县紧紧扭住项目建设“牛鼻子”不放松，坚
持“产业项目抓集群、城镇项目促提升、民生项目保
基本”，千方百计抓项目，按下项目建设的“快进
键”，跑出项目建设的“加速度”。

洛南大力推进现代工业项目，年度 27 个项目
完成投资 50 亿元，扎实推进环亚源生态岛、宁洛
产业园等项目。以环亚源为“链主”企业，引进上
下游企业 29 家，累计完成投资 23.1 亿元，上缴税
金 1.28 亿元，亩均投资 923 万元，培育千亿级工业
产业集群；持续抓好特色农业项目，年度 29 个项
目完成投资 24 亿元，岭南生物食用菌二期、2 万亩
红仁核桃基地等项目扎实推进，打造核桃、食用菌
等全产业链，培育 50 亿级农业产业集群；积极发
展综合康养项目，年度 13 个文旅康养项目完成投
资 5 亿元，7 个 A 级景区提等升级、抚龙湖医养综
合体、泰华医药等项目进展顺利，推动“医、养、游、
药、食”融合发展，培育 30 亿级文旅康养产业集
群；有序实施城镇建设项目，年度 31 个项目完成
投资 46 亿元，改造老旧小区 41 个，加快智慧农贸
市场、立体停车场、绿地公园、旅游公厕等项目建

设，老城区地下综合管廊改造完成 14 条路面铺
设，完成 87.5%，石门、永丰等 4 个重点镇实施道路

“白改黑”、划行归市、环境整治，城镇面貌焕然一
新；全面加快灾后重建项目，系统谋划灾后重建项
目 106 个，计划投资 23.5 亿元，争取到位资金 2.33
亿元，完成投资 5.6 亿元，C 级危改全部入住，D 级
危改主体全部竣工，54 条水毁道路建成 27 条，其
余路基全部建成，饮水、供电、通信全面恢复，水毁
桥梁、河堤、农田等加快建设。

优化资源配置 高效率保障项目

眼界决定境界，思路决定出路。为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洛南县按照“前期项目促开工、开工项目抓
进度、续建项目保投产”的总体思路，坚持“专班推
进、全程服务、精心保障”，建立项目建设保障机制，
着力提升项目服务水平，努力形成抓投资、上项目、
促发展的浓厚氛围。

洛南县建立领导包抓机制，对 30 个市级重点
项目，实施县级领导“六个一”包抓机制，坚持“一线
工作法”，落实集中开工、专班推进、现场观摩、联席
会议制度，定期统筹调度，解决项目建设难题；积极
实施创新引领，联合中国环保产业研究院，建设“环
亚源生态岛·秦创原科创孵化基地”，引进 6 家科创
企业，获得专利授权 46 项，实现“洛南研发·洛南转
化”，通过高温催化冶炼，提取金、银、铂、钯、铼、铑
等稀贵金属，给企业增加产值 1.5亿元；全面做好要
素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减税降费 1.34 亿
元，项目用地收储 481.9亩，协调商业银行为各类项
目发放贷款 4.9 亿元，争取财政专项资金 4.7 亿元，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不断强化督查考核，健全完善
重大项目考核奖惩办法，实行月通报、季点评、半年
考核，强化绩效管理，用活“三项机制”，对作出突出
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奖励 500 万元，选拔重用 12 人，
形成了大抓项目的鲜明导向。

奋进正当时,砥砺再扬帆。站在新的起点，洛
南县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力以赴打
好重大项目策划、招引、落地、建设、投产攻坚战，着
力实施一批战略性重大项目，奋力谱写富裕、活力、
文明、美丽、幸福洛南建设新篇章，为打造“一都四
区”贡献洛南力量。

洛南 100兆瓦光伏农业与观光旅游综合利用示范项目位于洛南县
四皓街办、永丰镇，投资主体为中国水发兴业能源集团，建设年限为
2020 年—2021 年，于 2020 年 9 月开工，总投资 8 亿元，年度投资 6 亿
元，建设主体为洛南水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

该项目占地 2800 亩，建设 100 兆瓦农光互补光伏电站，同时在光
伏电板下种植果蔬、中药材，打造休闲采摘园。项目体现了“洛南速
度”，从招商、落地、建设、投产仅用时 8个月，已成为陕南最大的光伏示
范项目；促进了集约利用，选用 535W 单晶双玻组件，采用单柱支架安
装方式，实现土地集约利用；推动了三产融合，发挥立体优势，形成地上
发电、地面农业、场区观光的三产融合模式。目前，累计完成投资 7.8
亿元，其中 2021年完成投资 5.8亿元。光伏电站已全容量投运，累计发
电 8000 万余度，建成了监测平台，美化了周边环境。今年建成温室大
棚 25 个，发展蔬菜种植 1500 余亩，实现农业产值 320 余万元。该项目
每年发电 1.5 亿度，可节约标煤 3.4 万吨，减排烟尘 2.8 万吨、二氧化碳
10万吨，实现年产值 7500万元，上缴税金 750万元，为所在地 4个村每
村年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80 万元，农民可获得每亩 650 元土地年租
金，带动周边 1500 余人从事劳务活动，人均年增收 3000 元。实现亩
均投资 28.57 万元，年亩均产值 2.68 万元、亩均税收 0.27 万元，解决就
业 1500人。

环亚源有色金属循环利用产业园项目位于洛南县永丰镇卫东工业
集中区，投资主体为洛南环亚源生态岛环保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建设
年限为 2021 年—2024 年，于 2021 年 3 月开工，总投资 120 亿元，年度
投资 10 亿元，建设主体为洛南环亚源生态岛环保科技产业园有限公
司，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

该项目按照产业特色化、集群化发展思路，以“千亿产值、百亿税
收”为目标，打造集“政产学研”为一体的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项
目总占地 1018 亩（一期项目于 2020 年建成投产），二期生态岛项目占
地 520 亩，建设标准化厂房 16 栋 6 万㎡，改造老旧厂房 6 栋 3 万㎡，建
设秦创原科创基地和商贸服务中心 1 万㎡，及其水电路讯等配套设
施。该项目见效快，一期项目累计实现产值 23.1 亿元、税收 1.28 亿元；
产业独具特色，以铜等有色金属循环利用为主导，融合“三线建设”文化
元素，打造有色金属全产业链，发展工业旅游，前景广阔，全省独一无
二。目前，累计完成投资 20.3 亿元，其中 2021 年完成投资 10.1 亿元，
建成稀贵金属回收、洛铜物流、洛铜工艺、金博阴极铜等 4个项目，富邦
铜材、嘉腾实业、翰侨金属材料等 11 家企业厂房主体在建，年底前投
产；中国环保产业研究院、西北矿冶研究院等 6 家科创企业和 3 家商贸
企业正常开展业务。实现亩均投资 923 万元，年亩均产值 9823 万元、
亩均税收 982.3万元，解决就业 1000人。

洛南岭南生物科技产业示范园项目位于洛南县四皓街办药王村，

投资主体为洛南县政府、山东七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年限为

2020年—2022年，于 2020年 3月开工，项目总投资 2.6亿元，年度投资

1.5亿元，建设主体为洛南县政府，资金来源为“政府投资+企业投资”。

该项目是县委、县政府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小木耳、大产业”号召，

与国内一流食用菌龙头企业山东七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按照“产

供销一体、农科贸结合”思路，规划建设的具有科研、生产、培训、示范、

销售五大功能的现代化产业示范园区。项目占地 350 亩，分为东西两

个区域，东区为食用菌种植基地，西区为食用菌菌棒菌种生产智慧工

厂。包括 206 座食用菌种植大棚、冷储和烘干车间、科研培训、产品展

示中心及 7.9 万㎡食用菌菌棒和菌种生产智慧工厂，实现食用菌生产

拌料、装袋、灭菌、接种、刺孔全程自动化。目前，累计完成投资 2亿元，

其中 2021 年完成投资 1.5 亿元，建成食用菌大棚 206 个，科研楼、冷库

等建成投用。一期菌种生产线建成投产，年产 1000 万袋菌棒，二期厂

房完成钢构安装。为全县 16 个镇办、20 个规模化种植基地提供优质

菌棒，带动全县食用菌产业规模突破 1 亿袋、年产值突破 8 亿元。产品

远销韩国、美国。实现亩均投资 74.3 万元，年亩均产值 57.1 万元，解决

就业 3000余人。

激 发 高 质 量 发 展 新 动 能
——洛南县2021年重点项目建设工作综述

立足三大定位 实施四大战略 建设富裕活力文明美丽幸福洛南

环亚源有色金属循环利用产业园项目简介

洛南岭南生物科技产业示范园项目简介

洛南100兆瓦光伏农业与观光旅游综合利用示范项目简介

新建成的宁洛小学新建成的宁洛小学

特色农业特色农业 抚龙湖秋色抚龙湖秋色山水乡村山水乡村

全面恢复电力设施全面恢复电力设施

洛南核桃搭乘中欧班列洛南核桃搭乘中欧班列

洛南草编洛南草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