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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历 史 的 风 景 线 上
——濮阳市产业集聚区发展巡礼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崔莹 李扬

在历史的风景线上，改革再出发！
初夏的濮阳大地，每一个产业集聚区都涌

动着发展热潮，迸发出勃勃生机。
在施工现场，一台台大型运输车辆往来穿

梭，挖掘机不停地舞动着长空巨臂；在生产车
间，机器飞转，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繁忙而有
序……一个又一个重大项目开花结果，一个接
一个专业园区落地生根，产业集聚区强大的魅
力磁场，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经济力量。

一组不断攀升的数字令人振奋，蒸蒸日上
的势头正在催生濮阳新一轮赶超发展——

今年一季度，濮阳市 8 个产业集聚区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 63.35 亿元，同比增长 47.7%，高
出全省平均水平 25.2 个百分点，居全省第四
位；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51.26 亿元，同比
增长 21.6%，高出全省增速 5.4 个百分点，居全
省 第 六 位 ；区 内 施 工 项 目 216 个 ，占 全 市
51.8%，其中，亿元及以上项目 166 个，占全市
68%；新开工亿元及以上项目 16 个，占全市
69.6%。

“濮阳市坚定不移地把产业集聚区建设作
为事关发展全局的重大举措来全力推进，务求
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新的突破、大的提升，使其
在富裕和谐美丽新濮阳建设中发挥更大的支
撑引导作用。”濮阳市委书记段喜中说。

2009 年以来，特别是近三年，濮阳市认真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组织实施
产业集聚区建设“起步年”、“加速年”、“提升
年”和“增效年”，产业集聚区一步一个脚印，一
年一个台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蓬勃发展，
濮东产业集聚区和濮阳县产业集聚区先后荣
获“全省十快产业集聚区”，范县产业集聚区荣
获“全省十先进产业集聚区”称号。

在历史的风景线上，新一轮“聚”变在发力！
集聚，让濮阳卯足发展后劲。一批带动能

力强、科技含量高的重大产业项目入驻濮阳，
天能集团循环经济产业园、丰利石化产业园、
全友家私中部产业园、中原石油机械产业园、
荣事达光电产业园、萧山羽绒产业园、永乐生
物质能产业园、中原乙烯甲醇制烯烃等项目相
继建设投产，成为引领产业发展的龙头。以龙
头带动，延链补链，催生了龙迈电动、联鑫化
工、惠成电子、迈奇科技等一批关联配套项
目。截至 2013 年底，8 个产业集聚区累计入驻
企 业 938 家 ，实 施 项 目 1199 个 ，完 成 投 资
1267.92 亿元。

集聚，让濮阳产业竞争力迅速提升。一批

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在濮阳发展壮大，以石油
化工为龙头，以煤化工、盐化工为两翼，以精细
化工、化工新材料、高端化工制品为发展方向，
培育形成了“三化”融合链接的化工产业集群；
以南方家私、全友家私、双虎家具、好风景家具
四大知名企业为核心，新世纪门业、金太阳包
装等企业相关联的家具制造产业集群；以及石
油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羽绒及服饰
加工产业集群等。化工产业集群、石油机械及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500
亿元，食品产业集群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300 亿
元，林纸林板及家具制造、羽绒及服饰加工产
业集群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100 亿元。

集聚，让濮阳贯通城乡发展。产业集聚区
的路网、管网等配套设施实现了与主城区的对
接互通，金融、邮政、公交、教育、医疗等公共服
务向产业集聚区延伸覆盖，初步形成了以产兴
城、以城促产、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

在历史的风景线上，一场新的征程正在开启！
每年固定组织产业集聚区、城镇化和基础

设施建设观摩点评活动，对各县区进行科学、
系统、严格、标准化的考核评比，开展“对手
赛”、“联手赛”、“跨区域竞争赛”活动，已成为
濮阳市推动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和机制。

在 4 月中旬举行的观摩点评会上，濮阳市
市长赵瑞东再次强调，要紧紧围绕实施工业发

展工程，继续做大总量、壮大产业、增强实力，
加快转型、提升质量、提高效益，统筹兼顾、深
度融合、联动发展，提高产业集聚区对企业、资
源、要素的吸引力，主导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对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力。

今年，濮阳市独具魄力，启动了工业发展
和产业集聚区建设“1062”工程，计划在 5 年内，
培育 10 家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超 100 亿元的
企业，6 个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超 300 亿元的
产业集群，2 个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超 1000 亿
元的产业，产业集聚区建设将再逢良机。

在历史的风景线上，濮阳赶超发展的引擎
隆隆作响！

范县产业集聚区是濮阳市唯一一个“一区两园”模式
的集聚区。其中，濮王产业园以精细化工为主导产业，新
区产业园以金属资源循环再利用为主导产业，努力打造
全国重要的精细化工产业基地、河南省重要的机械加工
及机械制造基地。

立足于早干、快干、多干，范县产业集聚区成立了 6 个
重点工作合力团和 50 个重点工作推进组，实行早餐会、重
点项目周调度、招商引资月评比、亮点工作季观摩、乡镇

“对手赛、联手赛、挑战赛”等制度，做到领导靠前指挥、一
线调度、一线服务，切实帮助企业解决施工难题，督导项目
建设稳固推进，促进了集聚区内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范县产业集聚区相继入驻建设了丰利石化、可利威
化工、中炜化工、盛源石化、中鑫金属、龙马铜业、双发装
备等一大批龙头企业，初步形成了精细化工、金属资源循
环再利用两个主导产业，成为全县工业经济发展的主阵
地和经济增长极，先后被评为“河南省招商引资特色产业
园”、“河南省先进产业集聚区”。

清丰县在产业集聚区建设中，始终把项目建设作为
“牛鼻子”来抓，把招商引资作为发展主战略来推进，实现
了食品、家具两大园区双翼齐飞。

清丰县家具产业以承接四川家具产业转移为突破
口，以诚招商、以商招商，相继进驻国内软体三强之一南
方家居、亚洲第一家具品牌全友家私、全国著名家具品牌
双虎家居、全国家具行业 50 强好风景家居等，四川家具业

“五朵金花”中的四朵花落清丰县。依托大项目、大品牌
的引领示范，浙江新世纪门业、金太阳彩印包装、申新泰
富家具物流博览中心等配套项目相继开工建设。

食品产业围绕食品细分行业，扩规模、创品牌，建成
雨润食品、桃园建民、福建味博等 12 个超亿元企业，菇业
公社、龙乡红、天口调味品等本地食品企业初步形成自主
品牌。

清丰县除了成立县建设投资公司外，还成立了县中
小企业担保贷款公司，为集聚区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建
设提供融资服务，并与美国密歇根大学、河南农大等高校
和科研机构合作，建立技术研发中心 6 个。

清丰县产业集聚区

食品家具双翼齐飞

范县产业集聚区

“一区两园”创新模式

濮阳县产业集聚区把发展光电子、医疗仪器设备和
器械制造作为主导产业，紧抓“五化”，不断提升基础设施
承载功能和主导产业支撑能力，致力于打造全国光电子
生产和流通基地。濮阳县产业集聚区曾三次获得“省十
快产业集聚区”荣誉。

管理体制实体化。成立了副处级规格的党工委和管
委会，为产业集聚区快速建设提供了组织保证。

招商引资链条化。聘请省发改委产业研究所编制了
主导产业链图谱，开展驻地招商、行业机构招商、以商招
商，增强招商的针对性。

项目推进一体化。建立了领导负总责、部门抓协调、
管区具体推进、村两委搞好服务的“四位一体”项目推进
机制，台账管理，责任倒推。

手续办理一站化。项目手续由产业集聚区管委会统
一办理，实行一站式、保姆式服务，实现了项目进地企业
与群众“零接触”。

用地集约节约化。提高了用地标准，所有控制性指
标均按省政府最高控制指标执行，投资强度不低于每亩
280 万元，容积率达到 1.2，建筑密度达 60%以上。

濮阳县产业集聚区

光电子产业更强大

南乐县产业集聚区规划面积 12.8 万平方
公里，先后被评为省级循环经济试点园区、省
农业产业化示范产业集聚区等。

南乐县产业集聚区在招商引资中，按照“龙
头企业拉动、配套企业跟进、产业集群发展”的
产业链招商思路，延链补链抓集聚，形成了聚乳

酸产业集群、生物质能产业集群、乳制品产业集
群、食品加工产业集群四大主导产业集群。

在生物质新能源产业发展上，结合乳酸产
业，围绕“玉米→玉米淀粉→淀粉发酵品→有
机酸→乳酸→聚乳酸→聚乳酸纤维→汽车内
饰、纺织服装、无纺布”产业链，引进了总投资

80 亿元的聚乳酸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结合生
物质能产业，围绕“玉米秸秆→纤维乙醇、糠
醛、糠醛渣→生物发电、生物燃油”产业链，引
进了河南天冠企业集团投资 10.45 亿元的糠
醛-纤维乙醇联产生物质能热电工程项目、河
南盛润控股集团投资的 300 万吨木焦油及 100

万吨炼油项目。
在食品产业发展上，围绕“食品制造→休

闲食品、面制品、功能食品→物流→市场、超
市、便利店”产业链，引进了投资 5 亿元的红高
粱方便烩面食品加工项目、投资 5.5 亿元的庆
文食品项目等。

南乐县产业集聚区 致力发展循环经济

台前县曾经是一个面积不足 500 平方公
里、人口不足 40 万人的农业小县、国家级贫困
县。然而，近年来，在这个冀鲁豫三省交界的
地方，县委、县政府决心打造通向沿海、商贸发
达的“无水港”，羽绒、汽配、化工等特色产业迅
猛发展。

台前县产业集聚区建成区面积由 0.6 平方
公里发展到 2.9 平方公里，基本覆盖了整个发
展区，是规划之初的 4.8 倍。

“招大商、招好商，才能给集聚区建设提供
强有力的支撑”，在这样的理念下，台前县领导
带动、园区主动、部门联动、乡镇齐动，规划建

设了以碳四综合利用项目、天邦化工等重点化
工企业为主的中石油产业扶贫示范园，以雪鸟
羽绒新加坡合作项目、鹏达羽绒等重点羽绒企
业为中心的羽绒制品加工及服饰制造产业园，
以芳欣制衣、武元实业、英腾服饰等重点服装
企业为支撑的东莞服装城。

不仅把客商招进产业集聚区，而且服务也
在这里“集聚”，对每个招商项目，台前县都建
立了“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抓到
底”的项目推进机制，全程服务，责任到人，及
时解决项目从签约落户、开工建设到投产运行
中的困难和问题。

台前县产业集聚区 产业“蝶变”别具特色

濮东产业集聚区以打造石油机械制造为
引领的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冀鲁豫三省交界最
大的现代商贸物流中心和功能齐全、环境优美
现代化城市新区为总体目标。

截至目前，濮东产业集聚区入驻企业 182
家，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36.7 亿元，完成主

营业务收入 238.9 亿元，从业人员 1.8 万人，
2013 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64.5 亿元，完成主营
业务收入 68.3 亿元，实现利税 9.3 亿元，先后获
得“河南省重点产业集群”、“河南省石油机械
装备制造特色产业园”、“全省十快产业集聚
区”等荣誉称号。

能源装备制造园区入驻企业 125 家，基本
形成了钻机设备、采油设备、储运设备、特种车
辆制造、集输管网服务五大产业链。拥有科技
研发中心 16 家，设立博士站 8 个，科技专利 283
项。

2013 年新上、续建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41

个，今年恒正、深圳数码港、华龙区产业孵化园
等一批大项目集中开工建设。豫北商贸物流
圈正在形成，累计入驻商贸物流项目 25 个，概
算总投资 85 亿元。同时，名牌汽车 4S 店汇集
的 106 国道两侧已经形成了集销售、维修等服
务为一体的汽车贸易长廊。

濮东产业集聚区 营造现代城市新区

濮阳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围绕打造省级
一流产业集聚区的目标，坚持走出去、引进来，
积极开展“大开放、大招商”集中对接活动；采
取一个项目一名县级领导分包、一套班子服
务、一套机制保障、一本台账督导的“四个一”
工作推动机制；实行主要领导一线督导，分包

领导现场督办，责任单位紧盯进度，职能部门
合力推动等措施，着力完善产业集聚区基础设
施建设。

濮阳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以化工及新材
料、化工装备制造为主导产业，充分发挥全市
化工产业主基地作用，积极推进石油化工、煤

化工、盐化工“三化”融合发展，中原乙烯 60 万
吨甲醇制烯烃、中原大化 50 万吨甲醇、永金化
工 20 万吨乙二醇、永龙化工 100 万吨真空盐等
一大批“三化”融合项目已建成投产。同时，大
力实施“大企业培育行动计划”，惠成电子、迈
奇科技、贝英数控等一批重点企业迅速扩张，

不断壮大。
濮阳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已累计入驻工

业 企 业 172 家 ，其 中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46
家。目前正与上海宝钢气体、河南煤化深度对
接，计划投资 30 亿元，建设合成氨、尿素线路改
造项目。

濮阳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 推进“三化”融合发展

濮阳市产业集聚区（含濮阳工业园区），规
划面积 18.5 平方公里，可持续发展面积 35.95
平方公里，是经省政府批准，国家发改委、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审核通过的省级经
济开发区，主导产业为化工、新能源新材料和

生物医药。
濮阳市产业集聚区重点发展石油化工、煤

化工、盐化工“三化”链接以及天然气、太阳能、
特种玻璃等新能源开发利用、生物医药等主导
产业，是举全市之力打造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将建设国家中西部规模最大、功能最全、规格
最高的化工产业基地。

2013 年，濮阳市产业集聚区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 65.4 亿元，同比增长 39.5%；规模以上工业
主营业务收入完成 51 亿元，同比增长 50%；工

业增加值完成 14 亿元，同比增长 45.6%；财政
收入完成 1830 万元，是上年的 3.6 倍。 2014
年，园区计划实施建设项目 54 个，总投资 480
亿元，年度投资 180 亿元；其中，工业项目 22
个，投资 402 亿元，年度投资 147.4 亿元。

濮阳市产业集聚区 建设国家化工基地

台前县产业集聚区的省重点项目台前县产业集聚区的省重点项目———恒润石化碳四综合利用项目—恒润石化碳四综合利用项目 （（高林高林 摄摄））

濮阳县产业集聚区龙迈电动车生产线濮阳县产业集聚区龙迈电动车生产线

范县产业集聚区年产 20万吨 LPG烷基项目

清丰县产业集聚区新南方家私生产车间清丰县产业集聚区新南方家私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