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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1 年开始，每年都有数次机
会到孟州市产业集聚区采访，每次都
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效率。原来的一块荒地，过几

个月就变成了正在施工的厂区；再过
几个月，车间已经开始生产产品；再
过数月，那里生产的产品已经销往世
界各地市场。有例证吗？有！豫农
生物科技产业园项目，占地 1030 亩，
入住 15 家企业，从项目方考察到项目
落地，用了两个半小时。开工 9 个月，
126 栋厂房建成 76 栋，设备安装 40
栋，进入试生产前调试。这效率，是
不是奇迹？

标准。2012 年年底，第一次进

入位于集聚区内的河南德众公共保
税中心采访，各种硬件设施先进而高
端，完全不亚于沿海发达地区。保税
中心副主任行建祥介绍，中心建设标
准很高，海关总署的领导来看了也称
赞。当时还半信半疑。今年 2 月 19
日，德众保税中心申报“保税物流中
心 (B 型)”项目获得国家海关总署、财
政部、国税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四
部委批复，获悉后是真的信了。集聚
区内的水、电、路、气、林、供热、通讯
等基础设施和标准厂房建设，都是高

标准的。

服务。项目落地，最大的难题

在于土地，其中村庄搬迁、坟地迁移
等涉及部门多、协调难度更是难上加
难。产业集聚区常务副主任郭桂培
告诉记者，河南德众公共保税中心项
目涉及 1200 座坟头，市委、市政府充
分考虑到村民们的生产、生活等实际
利益，在经济补偿、就业安置等方面，
尽最大可能尊重和满足他们的愿望，
还专门建了一座供村民们集体祭奠
的公共祠堂，深深赢得了村民们的理
解和支持，项目顺利实施。行政审批

“一站式”办公平台、高效能服务，为
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

市场。孟州市产业集聚区的市

场是国际化的。他们出口的产品，都
是高技术含量的高端产品。比如，隆
丰皮草的产品，是 LV、UGG 等国际奢
侈品品牌的原料供应商；中原内配，
是福特、通用、克莱斯勒、康明斯等世
界发动机的配套产品。

数字。这些数字也许是枯燥

的，但是也是具体而生动的。 2013
年，孟州市产业集聚区预计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 152.2 亿元，同比增长 26%；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50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8.6%；税收收入 5.2 亿元，同比增长
23.8%；吸纳从业人数 56000 多人，同
比增长 35.3%。目前，建成区面积达
到 10.28 平方公里，入驻企业 362 家，
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82 家，建成标准化
厂房 9.1 万平方米、各类管网 54.3 公
里、道路 20.8 公里、公租房 680 套。

展望。这是孟州市产业集聚

区 2014 年的工作计划，能否完成，年
终的时候就能验证。对此，孟州市委
书记魏超杰、市长刘文年很有信心：
按照“四集一转”的总体要求，以项目
建设为重点，进一步扩大产业集群规
模；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进一步
提升承载能力；以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为重点，进一步加速功能集合构建；
以新型社区建设为重点，进一步促进
人口向城镇转移；以要素平台建设为
保障，进一步加快区内各项工作的顺
利推进,力促孟州市产业集聚区建设
走在全省前列。全年力争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600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180
亿元，税收收入 6 亿元，吸纳从业人员
6.5 万人；实施亿元以上项目 55 个，竣
工投产亿元以上项目 22 个；实施基础
设施工程 2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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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中原内配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发动机气缸套制造企业、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制造业 500 强、河南省百户重点企业。于
2010 年 7 月在深交所上市。公司年产各类气缸套 4300 万只，产品远
销北美、欧洲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产销量居世界第一。图为总投资
15 亿元的河南省中原内配公司三期工程项目建设场景。

近年来，孟州市累计引进外籍专家和高端人才 480 多人，获
得专利授权 1300 多件；建立了中原内配博士后研发基地、隆丰羊
剪绒加工技术等院士工作站和省级工程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 17
个，海外研发中心 5 个。中原内配、隆丰皮草、飞孟公司、泰利杰、
广济药业 5 家企业成为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制定单位。图为德国
铸造专家正在河南省中原内配公司生产一线进行技术攻关。

河南西泠电器有限公司是浙江西泠电器有限公司在孟州市
注册成立的全资子公司。主导产品电冰箱、冰柜通过国家安全委
员会 3C 认证，荣获最畅销国产商品“金桥奖”和“全国用户满意产
品”等称号。图为总投资 15 亿元的孟州市西泠电器工业园建设场
景，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15 亿元、利税 3 亿元。

孟州市奥森人造板有限公司是河南省规模最大和技术最先进
的人造板生产企业，年产环保型中、高密度纤维板 10万立方米，是
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企业。公司总投资 10.8亿
元启动建设的二期工程，采用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德国辛北尔康
普连续平压技术，建设年产 22万立方米环保超薄型中、高密度纤维
板和 900万平方米木地板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省内最大的中、
高密度纤维板连续平压生产企业。图为二期工程建设现场。

◀孟州市华兴有限责任公司
是一家集粮食深加工与多种经营
服务为一体的股份制企业，主要
生产食用酒精和相关延伸产品
——蛋白饲料、醋酸乙酯、玉米精
炼油以及β-环状糊精、阿斯巴甜
等医药、食品添加剂。其中β-环
状糊精产品占据国内市场 80%的
份额。图为总投资 12.5 亿元的华
兴公司年产 1000 吨色氨酸、4000
吨苯丙氨酸、6000 吨阿斯巴甜部
分项目竣工投产场景。

河南三丽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是江苏新日集团控股的一家股
份公司，年产 500 万只硅胶体蓄电池和 125 万只数码脉冲充电
器。目前该公司总投资 18 亿元的年产 50 万辆电动车及配件项
目已完成投资 8.2 亿元，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产值 41 亿元、利税
6.5 亿元。图为该项目设备安装现场。

河南省格林沃特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汽油发动
机、柴油发动机系列化汽车尾气净化器和工业催化
剂的新型企业。公司运用自主知识产权的 16 项专利
技术，专业生产机动车尾气和工业尾气净化装置，可
高效去除汽车排放的 PM2.5 等有害颗粒物，有效降低
有害气体对雾霾天气的影响。该公司总投资 20 亿元
建设的年产 125 万套汽车尾气净化器项目中，部分车
间已建成投产。图为车间场景。

河南德众公共保税中心是河南省第二家、县级首
家公共保税中心，今年初正式被海关总署批准升级为
保税物流中心（B 型），成为河南省第二家 B 型保税物
流中心。图为总投资 15 亿元的河南德众公共保税中
心一期工程已建成投用场景，二期工程正在建设中。

近年来，孟州市先后投入资金 38.6 亿元，建设了
“九纵五横”道路 89 公里、雨污管网 105 公里、标准厂
房 100 万平方米、110kV 变电站 2 座、5 万吨污水处理
厂、职工公寓等设施，产业集聚区承载能力进一步增
强。图为该市产业集聚区第九大街街景。

河南嘉陵三轮摩托车有限公司是中国嘉陵集团
继重庆、上海、广东之后的第四大生产基地，也是中
国嘉陵集团唯一的三轮摩托车生产基地。该公司总
投资 5 亿元新上了年产 30 万辆三轮摩托车、助残车
项目以及与之配套的 50 余种配件生产项目，整体建
成后，河南嘉陵公司将实现年产值 12.5 亿元，利税 1.3
亿元。图为该公司生产场景。

广济药业（孟州）有限公司是一家核黄素专业化
生产企业，其母公司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
一家大型上市公司，主导产品核黄素行销 45 个国家
和地区，占据国内市场 90%、国际市场 70%的份额。
广济药业核黄素生产工艺被定为“国际首创”。图为
总投资 6.2 亿元的广济药业孟州公司一期工程已竣
工投产场景。

河南省豫农生物科技公司是由十余家省内外生物
制剂加工企业组建的集团公司，产品主要用于农业生
产方面有害生物防治和小麦全蚀病等病害防治。该公
司总投资 28 亿元开工建设了豫农生物科技产业园，年
产生物制剂 6 万吨。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河南省最大的
生物农药研究开发和生产基地，可实现年产值 55 亿元、
利税 4.6 亿元。图为该公司项目建设现场。

恒爱节能环控设备有限公司是在河南同济恒爱
暖通消防有限公司 16 年经营、发展的基础上，成立的
经国家工商总局核准的无冠名、无区划的股份制企
业。该公司总投资 10.6 亿元，主要生产用于核电、地
铁、隧道和民用建筑等领域的制冷及通风排烟设备。
图为该公司建设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