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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秦岭深处层林尽染，色彩斑斓。丹江两岸一处处项目
工地上，机械轰鸣往来作业，工人忙碌有序施工，呈现出一派大干快
上、如火如荼的繁忙景象。

与这一幅幅壮观图景相呼应的，是一组组数据排列成的跳动音符：
前三季度，商州区实现生产总值 110.7亿元，同比增长 10.3%；农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5.6%；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25.8%；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1.6%；地方财政收入2.99亿
元，同比增长5.7%；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9%和12%。

2021 年 ，商 州 区 在 市 委 、市 政 府 的 坚 强 领 导 下 ，深 入 贯 彻 党
的十九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省委、市委全会精神，紧扣市委“一都四区”
目 标 定 位 和“3+N”产 业 集 群 布 局 ，坚 持 完 整 、准 确 、全 面 贯 彻 新
发展理念，坚持绿色循环发展、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保护优先、坚
持 市 区 共 建 ，牢 固 树 立“ 项 目 为 王 ”理 念 ，全 力 以 赴 建 项 目 、增 投
资、兴产业。特别是面对百年不遇洪涝灾害带来的巨大冲击，全
区上下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坚持把项目建设与防汛抢险救灾及
灾后重建等工作一体谋划、统筹推进，奋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追
赶超越高质量发展。

“重大项目是推动商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要素，要强化领导
干部抓项目的责任，建立层层落实的工作机制，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指挥到位，勇于破解项目建设中的具体难题，切实担负起加快推动商
州高质量发展的历史重任。”商州区委书记张国瑜给重大项目建设提
出了更高要求，全区重大项目建设的“作战图”更加清晰明确。

项目启航再发力

2021年对于商州而言注定是充满激情与速度的一年，3次重点项
目集中开工，直接推动 115 个重点项目相继落地建设，呈现出“井喷”
式集中开工的局面，汇聚成全区经济发展的大潮。

2 月 21 日，商州区 2021 年第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沙
河子镇木耳产业示范园举行，涵盖工业、农业、服务业、社会事业、基础
设施、生态建设等 6个领域。

5 月 24 日，商州区 2021 年第二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沙
河子镇粮食供应和应急物资储备中心举行，涵盖工业、农业、城市建
设、基础设施、文化旅游、社会事业等 6个领域。

11 月 1 日，商州区 2021 年第四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暨十五

小十三幼项目开工仪式在大赵峪街道办事处举行，涵盖工业、基础
设施、社会事业、文化旅游等 4 个领域。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当我们站在“两个一百
年”的历史交汇期和开局“十四五”、开启新征程的关键节点上，商州区
第十九次党代会按照省委全会“持续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聚焦
市委“一都四区”建设目标，结合区情实际，确定了建设“中国康养之都
核心区、高质量发展转型模范区、生态文明示范区、营商环境最优区、市
域社会治理创新先行区”的目标任务。提出要紧扣新材料、绿色食品、
健康医药、文化旅游、建材家居五大支柱产业，谋划水系连通及水美乡
村、秦岭健康养生谷、荆河食药产业园等项目 198 个，着力打造总产值
500 亿元的产业集群，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
能。紧盯“两九一争先”，结合建设高铁康养新城、金凤山康养新区等，
商州区先后谋划打造环中心城区健康养生带、环城特色森林公园等项
目23个。围绕“两拆一提升”，谋划城市口袋公园、四大门户区改造提升
等项目13个。面对巨大灾情，聚焦山、水、林、田、路、堤、房，坚持系统规
划、源头治理，着力提升防灾抗灾能力，谋划项目88个。

产业崛起再奋蹄

经济航船行稳致远，社会画卷和谐美丽，重大项目既是“稳定器”，
更是“推进器”。

走进沙河子镇张村村木耳产业示范园，一排排 62 座大棚、110 万
袋的吊袋木耳整齐地排列着。商州区木耳产业示范园项目由商州润
科开发有限公司投资 1 亿元，占地 230 亩，建设内容包括 1.2 万平方米
标准化生产厂房、170 个木耳大棚、锅炉房以及堆料场等相关附属设
施。于今年 3 月动工，7 月份建成投产，引进年产 1000 万袋木耳生产
线，建成 1.2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和 62个出耳大棚。项目采用“公司+
园区+村集体+农户”的模式，实现了企业盈利、群众增收、互惠互利的
双赢效果。

标准高，技术新。园区同省微生物研究所合作，引进金木耳和玉
木耳菌种，配备了国内最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实现了工厂化、规模化、
标准化、品牌化生产，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品种优，效益好。按照“一园多品”思路，园区种植了金木耳、玉木
耳等高端品种，年产木耳 1000 万袋，产值达 3000 万元，年利润 750 万
元，实现了从传统向高端方向的转变。

机制活，带动强。该园区采取“自营+外销”方式，在满足园区自营
的基础上，又为周边食用菌基地提供优质木耳菌袋。实行“公司+园
区+村集体+农户”模式，解决 20名大学生就业，吸纳 150名群众务工，
为 212 个村集体提供公益岗位 680 个，每年将向农户发放补贴 408 万
元，有效带动了群众增收。

一枝独秀不是春。除了沙河子镇这一主阵地，商州处处涌动着产
业项目建设热潮，项目建设多点开花。

正在建设中的锌冶炼废渣综合回收贵金属项目是陕西锌业公司落
实新发展理念，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新建的一个延链补链项
目，强力推进该项目是商州区落实市委“一都四区”建设高质量发展转
型区的重要抓手，是市政府确定的事关全市高质量发展的9个成长型重
大产业项目之一。项目总投资 3.5个亿，占地 100亩，其中，锌冶炼废渣
回收贵金属项目是一期工程，总投资1.6亿，占地19亩，2020年11月开
工建设，已建成仓储、供氧、发电、生产四大板块，并投产运营，年处理10
种以上渣料 8万吨。据测算，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4.5亿元，年利润 2000
万元，年增加税收1200万元，增加就业岗位100个。

“综合利用、变废为宝”。该项目通过富氧工艺高效处理 10 多种
锌冶炼废渣，生产银铅合金 8000 吨、冰铜 1200 吨、次氧化锌 5600 吨，
实现了废渣资源化、无害化利用。

“创新驱动、智能制造”。该项目践行创新发展理念，通过技术攻
关，是全国第一个采用富氧工艺高效处理铅银废渣的项目。项目采用
先进的 DCS/PLC 数字控制系统，整个项目运行工艺参数经中控平台
高效监测与控制，是陕西锌业第一个自动化智能平台的样板工程。

“延链补链、循环发展”。项目紧扣循环发展理念，产业链上下
游生产资料实现互补，畅通了企业生产资料的微循环。二期项目建
设年产 8 万吨锌基合金生产线，已筹备动工，计划 2023 年建成，进一
步延伸了锌产业链，提升了锌产业集聚度，打通锌产业发展的大循
环，整体建成后可实现年产值 40 亿元。

开动项目引擎，抢抓发展机遇，大赵峪街道办事处冀村呈现出
一派火热的建设景象。万吨油库项目是商州区实施的重点能源储
备招商项目，也是“十四五”期间全省第一家国家二级成品油油库
项目。该项目由安徽化工集团和陕西石化公司，联合本地企业共
同组建的商洛飞舟公司投资建设，占地 260 亩，总投资 6 亿元。目
前，已建成 10 座 5000 立方米储油罐、2 座 2500 立方米消防水罐，

消防泵房、事故池、综合办公楼、油品装卸区、化验室、结算中心等
附属设施已完工，具备了投产运营条件。

储备能力强。该油库是陕南地区和湖北、河南相邻地市最大的一
座国家二级油库，也是全省唯一具有独立铁路专线产权的油库。项目
投产后，能大幅提升我市能源储备能力，在特殊情况下或非常时期，库
区储油可保障全市 40 天安全用油，远远超过国家 15 天储备的基本要
求，有效保障商洛成品油供应安全。同时，巨大的库容优势对于稳定
区域成品油价格，缓解商洛及周边地区成品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具有
十分重要作用。

经济效益好。该项目预计年输送能力 100 万吨，年销售成品油
40 万吨，销售额达 32 亿元，实现税收 1.2 亿元。项目的建成投运将带
动运输、物流等相关产业迅速发展，间接提供就业岗位 600 个，能有效
提升全区限上企业社零指标同比增长 20 个百分点，实现全区社零总
额同比增长 9 个百分点，拉动 GDP 增长 2 个百分点，成为商州区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智能化水平高。该项目是全省第一家新国标颁布后建成的现代
化油库，通过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和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实现了自动
化定量装车、储油罐高低液位连锁报警、罐根电动阀门泵自动控制、消
防自动控制报警等功能，是一座集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为一体的一
流智慧油库。

项目建设是商州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更是希望所在。今
年以来，商州区谋划储备“十四五”重大项目 25 类 618 个。4 个省级重
点项目进展顺利，氟系列产品开发、陕西锌业锌材料开发项目基本建
成，已进入试产阶段；27 个市级重点项目全部开工，康城医药中药饮
片加工、森弗益生菌益生元果蔬酵素加工等 7个项目已经竣工。

近年来，商州区主要领导把项目建设紧紧抓在手上，不断强化项目意
识和目标问题导向，抓工作调度、抓政策支持、抓作风建设、抓问题解决、
抓精准服务，使项目工作深入人心，成为全区上下的普遍共识。

主动服务助项目

重大项目不仅要招得来，更要落得下。今年以来，商州区深化“放
管服”改革，开辟项目服务绿色通道，推行项目建设手续代办、重大项
目联席审批等制度，用情用智用力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聚力打造“营
商环境最优区”。搭建政银企合作平台，及时化解企业贷款难题，积极
向上汇报争取用地指标，加大土地流转整合利用力度，有效解决项目
用地难题。

与此同时，商州区积极落实惠企纾困政策，完善重点企业“五个一”帮
扶机制，争取各类奖补资金 1397 万元，兑现新纳规及优秀企业奖励金
460万元，新纳规入库的4户规上工业企业新增产值1.6亿元。出台了鼓
励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发展奖励办法，目前已纳规限上商贸企业12户。

商州区还坚持创新驱动，聚焦产业升级，不断强链延链补链，强力
推进五大支柱产业集群化发展，实施重点产业项目 50 个，江山 4A 级
景区品质提升项目加快推进，蟒岭绿道 4A 级景区通过省级初验，木耳
产业示范园、电子级氢氟酸、万吨油库、锌冶炼废渣回收贵金属、新型
环保建材等项目建成投产。

民本民生再跨越

“把民生工程建设放在前面、放在首要位置，全力做好民心所向的
需求项目。”在这样的共识下，商州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做
好普惠性、基础性民生建设，一件一件抓落实，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

2021 年，商州区积极协调保障资金和土地要素，以解决上学难、
打通断头路等民生难题为突破口，实施教育、住房等重点民生项目 20
个，区高级中学全面建成搬迁，十五小、十三幼开工建设，碧桂园翡翠
滨江、丹江雅园、19个老旧小区改造等项目临近尾声。

百舸争流千帆竞，敢立潮头唱大风。商州区项目建设亮点频现，
一浪高过一浪的项目建设热潮不断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涌动，一
个个重大项目如同一根根坚实的桩柱，支撑起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美好未来！

商州万吨油库项目是商州区实施的重点能源储备及重点商贸招商项
目，也是“十四五”期间全省第一家国家二级成品油油库项目。总投资 6
亿元，总占地 260 亩，主要建设 5000 立方米储油罐 10 座、2500 立方米消
防水罐 2 座，综合办公楼、化验室、消防泵房、油品装卸区、结算中心及自
动化控制系统，配套建设输油铁路专用线。项目的建成可显著提升商洛
地区能源储备能力，在特殊情况下或非常时期库区储油可保障商洛地区
40天安全用油，预计年销售额达 32亿元，实现税收 1亿元以上。

万吨油库项目

商州区木耳产业示范园项目由商州润科开发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投资 1 亿元，占地 230 亩，于今年 3 月动工，7 月份建
成投产，主要建设 1.2 万平方米标准化生产厂房和 62 个出耳
大棚。项目引进金木耳和玉木耳菌种，配备了国内最先进的
自动化设备，实现了工厂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生产，年
产木耳 1000万袋，产值达 3000万元，年利润 750万元。

木耳产业示范园项目

策划：中共商州区委宣传部

组稿：周 琳 赵波波

锌冶炼废渣综合回收贵金属项目是陕西锌业公司落实新发展理
念，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新建的一个延链补链项目，总投资 1.6
亿元，建筑物占地面积 19亩，主要建设富氧侧吹炉、烟化炉、余热锅炉等
系统及配套设施，安装风机、输送机、起重器等设备 100 多台（套），设计
规模为年处理 10 种以上渣料 8万吨。项目年生产银铅合金 8000 吨、冰
铜 1200 吨、次氧化锌 5600 吨、蒸汽 16 万吨、水淬渣 4.5 万吨，年实现销
售收入 4.5亿元，年利润 2000万元，年增加税收 1200万元。

锌冶炼废渣

综合回收贵金属项目

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 点燃发展新引擎 项目建设千帆竞

木耳大棚内工人正在采摘木耳木耳大棚内工人正在采摘木耳

锌业公司智能化控制中心锌业公司智能化控制中心

商州区木耳产业示范园远景商州区木耳产业示范园远景

木耳产业示范园木耳产业示范园

锌冶炼废渣综合回收贵金属项目厂区锌冶炼废渣综合回收贵金属项目厂区

万吨油库万吨油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