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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8日至 29日，驻马店市重点项目
暨产业集聚区建设观摩点评活动如期举
行。在一天半的现场观摩中，参观者身临
其境，亲身感受到传统农区驻马店走产业
集聚发展之路带来的巨大变化。

五年蓄力，五年乘势，五年成长；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2008年以来，驻马店市紧紧抓住中原
经济区建设和承接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
以产业集聚区建设为抓手，按照“三规合
一”、“四集一转”的要求，在天中大地激情
演绎产业集聚发展的生动实践。

一组数字，见证 11个产业集聚区的能
量凝聚：目前，全市产业集聚区共入驻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 1272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 86％，与 2009 年相比翻一番。2013 年，
全市 11 个产业集聚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714亿元，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70％；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342 亿
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67％；规模以上
工业实现增加值 290 亿元，占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 60%；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分别是 2009 年
的 7.5倍和 3.8倍。

日前，在全省产业集聚区建设工作会
议上，省政府发布 2013年度全省产业集聚
区考核晋级结果：驻马店装备产业集聚区
被授予“河南省‘十先’产业集聚区”，驻马
店市产业集聚区、泌阳县产业集聚区、平舆
县产业集聚区分别晋升为全省一星级产业
集聚区。此前，上蔡县产业集聚区被授予
2010年度“河南省‘十快’产业集聚区”，平
舆县产业集聚区被授予 2011年度“河南省

‘十先’产业集聚区”，泌阳县产业集聚区被
授予 2012 年度“河南省‘十先’产业集聚
区”。

11 个产业集聚区，11 块充满活力、魅
力和引力的区域，初步形成农产品加工、电
子信息、医药化工、轻工纺织、装备制造、新
材料新能源六大产业集群，已成为集聚建
设富强驻马店、文明驻马店、平安驻马店、
美丽驻马店的核心力量。

打造平台——
抢抓发展时机
致力“筑巢引凤”

2008 年底，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
中，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时代背景下，省
委、省政府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在辽阔的
中原大地上开始布局产业集群发展的棋
子。

其实，2004 年，平舆县就开始建设产
业集聚区。交通不发达、基础设施落后、地
上无资源、地下无矿藏……2004 年以前，
平舆县是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县、工业弱
县、财政穷县。

该县率先在县城西区建设产业集聚区
和标准厂房，解除外地投资者先期投资土
地、房产等不动产建设周期长、占用资金
多、投资风险大等后顾之忧，迅速形成招商
引资“群凤争巢”的洼地效应，被当时省社
科界誉为“平舆现象”、“平舆模式”、“平舆
速度”、“平舆效益”。

2009年，驻马店市其他各县区产业集
聚区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像平舆县产业集聚区一样，驻马店市
各产业集聚区自发轫之日起，便担负起努

力成为中原经济区重要经济增长板块的时
代重任。

2010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1 日，时任省
长郭庚茂先后来到驻马店市遂平县、平舆
县、汝南县和驿城区，调研该市产业集聚区
建设情况。郭庚茂指出，驻马店是农业大
市，农产品资源丰富，要发挥这一资源优
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不断拉长农产品加
工业产业链条，尽快形成大的特色产业集
群，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富。郭庚茂希望
驻马店市抓住东南沿海向内地产业转移的
机遇，积极创造条件，扎实做好招商引资工
作，让更多项目落地开花。

2013 年６月 3 日至４日，省长谢伏瞻
先后来到驻马店市和遂平县、汝南县产业
集聚区调研，他要求驻马店市在不牺牲农
业和粮食、不牺牲生态和环境的前提下，加
快经济转型步伐，坚定不移地走好农区工
业化发展路子。在汝南县产业集聚区，他
对该县吸引众多浙江台州客商入驻、打造
县域工业主导产业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
并叮嘱企业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提高电动
车安全性能，提升产品档次。

蓝图绘就，重在行动。
2009 年，产业集聚区谋划之时，正值

国家土地和城市两个规划修编，驻马店市
抓住这一机遇，将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与
这两个规划严密套合，让“三个规划”精准
衔接，为合法依规建设奠定了基础，也为驻
马店市县域经济发展攒足了后劲。

五年来，驻马店市坚持“三规合一”，高
标准编制了产业集聚区规划；加快道路、通
信、供水、污水、垃圾处理、标准化厂房、公
租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配套服务
功能。目前，全市产业集聚区建成区面积
已达 102平方公里，修建道路 1090公里，建
成多层标准化厂房 492 万平方米，分别是
2009年的 2.2倍、5.3倍和 16倍；建成 13个
污水处理厂，8个垃圾处理场；建设公租房
105 万平方米，安置小区 93 万平方米，医
院、学校、培训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加
快推进；把破解土地、资金等突出问题作为
着力点，坚持政府主导，运用市场化手段，
加快建设投融资、土地开发整理、中小企业
融资担保公共服务平台，增强产业集聚区
的吸引力。

招大引强——
实施开放带动
承接产业转移

招商引资是产业集聚区发展的生命
线。驻马店市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在承
接产业转移的百舸争流中勇立潮头。

五年来，驻马店市充分发挥招商引资
“一举应多变、一招求多效”的作用，坚持招
商引资常年抓、不断线，实行县区主要领导

“二分之一”工作法，分领域制订专项招商
方案，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设立
招商办事处，组织专业小分队开展驻地招
商和专业招商；市、县区每月组织一次专业
招商活动，进一步完善招商引资工作考评
体系，强化责任，严格奖惩，不断提高招商
实效。

这里有 2013 年以来部分承接产业转
移活动记录——

2013年 7月 18日，驻马店优势产业招
商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在江苏省太仓市

举行，驻马店市与长三角地区企业共签订
合作项目 16个，合同资金 193.4亿元；签订
7个意向项目，意向资金 72.9亿元，另外签
署 2个合作框架协议。

2013 年 10 月 31 日，驻马店—环渤海
地区优势产业推介暨项目签约仪式在天津
市举行，会上共签约项目 21 个，投资总额
133.6亿元；120多家企业参加签约仪式，项
目投资涉及电动车整车生产及配套、新能
源、商贸物流、农产品加工和现代农业等众
多领域。

2014年 5月 11日，驻马店优势产业推
介暨项目签约仪式在深圳市举行，来自珠三
角地区共 24个项目与驻马店市成功签约，
投资总额 125.4亿元。项目涉及新能源新材
料、农副产品加工、电子信息、商贸物流、现
代农业、旅游开发等领域；其中工业项目 18
个，总投资 75.2亿元，占总投资 60%。

五年来，驻马店市以农业部、河南省人
民政府主办的中国“农洽会”为平台，深入
开展“大招商”活动，依托全市优势产业和
现有企业，重点围绕产业上下游延链补链
招商引资，积极承接龙头型、基地型和集群
型项目。

请看驻马店市 2013 年中国“农洽会”
成效——

本届“农洽会”全国有 30个省（区、市）
组团参展，参会代表团 166个，其中河南省
以 外 的 代 表 团 83 个（含 境 外 代 表 团 23
个）。参会企业 5600 多家，国家级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100 多家，境外参会企
业 83 家。大型采购商丹尼斯、沃尔玛、大
商以及雀巢、康师傅、南京红太阳、维维、双
汇、众品、徐福记、悦达等 53 家国内外 500
强企业参会参展。参会客商 1.8万人，其中
省外客商 6500多人、境外客商 190人。中
国农科院、中国农大、华中农大、南京农大、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 34家国内高校、科研
院所参会并开展科研成果发布与合作洽谈
活动。荷兰、泰国等国家驻华使馆官员参
加会议。俄罗斯、泰国、德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南非以及我国台湾、香港、澳门等 23
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参会参
展。东盟国际投资商会、美中经济交流协
会、台湾同业商会及湖北、上海、辽宁、新疆

等地河南商会等 20 多家商会协会组团参
会。

本届“农洽会”期间举行了重点农产品
加工项目签约仪式，共有 164 个项目进行
现场签约，投资总额 519.8亿元，其中亿元
以上项目 112个。农产品产销对接及采购
洽谈活跃，签约贸易项目 195 个，贸易额
108亿元。

功能完备的产业集聚区，正在成为驻
马店市承接产业转移的主阵地和对外开
放、招商引资的重要窗口。

五年来，全市产业集聚区共引进亿元
以上工业项目 472 个，累计完成投资 1660
亿元，其中 10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36个，重
点工业项目规模和质量明显提升。世界
500 强企业国电集团、华润集团、雀巢集
团、沃尔玛公司、泰国正大，中国 500 强企
业华能集团、通用集团、中集集团、昊华集
团、双星集团、维维集团、新希望集团、苏宁
电器等 20多家知名集团纷至沓来，在天中
大地这片热土投资兴业。

产业集聚——
培育主导产业
打造产业集群

产业集聚区和原来“遍地开花”的工业
园差别在哪里？

产业集聚区不同于工业园区、开发区，
它是以若干特色主导产业为支撑，产业集
聚特征明显，产业和城市融合发展，产业结
构合理，吸纳就业充分的功能区。

产业集聚，不能是“啥东西都往篮里
装”，关键要有主导产业。主导产业鲜明，
产业链才能延伸做强。

驻马店市委书记余学友强调：“要把龙
头带动作为培育产业集群的重要突破口，
按照主导产业定位，瞄准行业龙头领军企
业，努力在招大引强以及产业链组团引进
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同时，充分发挥龙头
企业带动作用，积极吸引上下游关联配套
企业，促进主导产业纵向链接、横向配套，
提升集群整体竞争力。”

市委、市政府要求，每个产业集聚区确

定 1至 2个主导产业，把握“竞争力最强、成
长性最好、关联度最高”原则，集中力量培
育特色产业集群。

五年来，驻马店市对全市产业集聚区
进行功能分区，着眼产业集聚，分类培育主
导产业；对新引进项目在全市范围内统一
调度、统筹布局，推动资源互补共享和生产
要素合理配置；开展产业延链补链招商，引
导相关配套项目集群落地，做大特色产业
集群。

走进驿城区驻马店装备产业集聚区，
“装备制造”的招牌很醒目，这里是我省两
个“河南省特色装备制造产业园区”之一，
初步形成了以中国机械工业 500 强、河南
省百强企业中集华骏，工信部和商务部重
点专用汽车生产企业湖北大力天骏汽车为
龙头的装备制造业，主导产业为装备制造、
农副产品加工；平舆县产业集聚区，主导产
业为以皮革皮具为主的轻工产业和电子信
息产业；泌阳县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为农
产品加工、电子电器；汝南县产业集聚区，
主导产业为装备制造（新能源电动车）、建
材；遂平县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为农产品
加工和电子信息；西平县产业集聚区，主导
产业为光电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上蔡县
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为以制鞋为主的轻
工制造、农副产品加工；确山县产业集聚
区，主导产业为生物科技、建材；正阳县产
业集聚区，主导产业为农副产品加工、机械
铸造；市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为医药、化
工和新材料。

科技创新是主导产业转型升级的关
键。

五年来，驻马店市积极搭建创新平台，
大力引进人才、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提升产业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至 2013
年底，全市产业集聚区共建有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 1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22家、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 2 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18家、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71家，
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技术研发体系；在
市中心城区规划了 8.8平方公里的职教园
区，规划建设 10 所职业学校，加强校企对
接，开展订单培训，为产业集聚区发展提供
稳定的人力资源保障。

目前，全市已形成农产品加工、能源化
工、装备制造、轻纺、医药、建材六大产业集
群和电子玻璃、电子信息、新能源电动汽
车、新能源电动摩托车、皮革皮具五大专业
园区；专用汽车产业链、化工产业链、电动
摩托车产业链、皮革皮具产业链和鞋业制
造 产 业 链 ，已 进 入 全 省 100 个 特 色 产 业
链。驻马店市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半挂车、
调味品和微型电机生产基地，河南省最大
的电动摩托车、醋酸和三聚氰胺生产基地；
通用天方的螺旋霉素原料药，产量居全国
首位；海川电子超薄玻璃技术领先，填补国
内空白。

产业集聚，正在释放 1+1 大于 2 的巨
大魅力。

产城融合——
以产兴城 依城促产

五年前，张明伦还是泌阳县外出务工
大军中的一员，如今，他与妻子、女儿一家
三口都在县鑫琪纺织公司当工人，一家人
月薪加起来近万元，并在县城购买了一套

“大三居”，成了真正的“城里人”。
农村人进城，家门口就业。像张明伦

一家这样向县城转移的农民，泌阳县每年
不下两万人。

五年前，“光板泌阳”的故事在驻马店
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市委、市政府
多年组织全市工业项目观摩，最后一站都
是泌阳，原因：泌阳无工业。

如今，泌阳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巨龙
科技、懿丰油脂、恒都食品等一个个大块头
项目纷纷抢滩，投资 30亿元的夏南牛产业
园叫响中原……泌阳县实现了赶超发展。

产业兴，城镇旺，城区面貌焕然一新。
至 2013年年底，泌阳县集聚区建成区面积
11.6平方公里，入驻企业近百家；县城建成
区面积由 2008年的 10平方公里增加到现
在的 28平方公里；县城人口增加近 1倍，达
20万人，全县城镇化率提高了 15个百分点。

今天的泌阳县，是驻马店市产业与城
市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

实现产城互动，是驻马店市推进产业

集聚区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即通过集聚
区和城区的联动发展，实现以产促城、以城
兴产，促进人口向城镇转移。

驻马店市市长武国定提出：“发展产业
集聚区的重要功能，就是要带动城镇化大
发展，不仅要为农民进城创造就业岗位，还
要为他们创造进城落户的有利条件，进而
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大力推进产城一体化
进程。”

驻马店市规划的产业集聚区大多紧邻
县城，且沿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布设，有利
于实现城区基础设施的延伸辐射和增强对
人口的吸引力：产业布局拉大了城市框架、
拓展了城市空间，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为
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撑平台，产业空间与生
活空间的重合为农民工进城提供了前提条
件。

宜业与宜居并重，越来越多的产业集
聚区发展与城市建设实现无缝对接、联动
发展——

走进平舆县产业集聚区，给人“净空宽
道、碧水环绕、生态园林”耳目一新的感觉，
平舆县把集聚区旁边最好的位置改造提
升，建设城西新区上河城，营建“十里香醍、
水岸花溪，四水归堂、福聚一方”的城市意
象。

上蔡县产业集聚区、中心商务区、特色
商务和历史文化新型农村社区连成一体，
改善了城市形象，提升了城市品位……

五年来，驻马店市 11个产业集聚区的
水、电、气、通信和路网、地下管网、垃圾处
理等配套设施与城区有效衔接实现共享；
启动了 11个产业集聚区内 69个村庄城乡
一体化改造，3.6万名被征地农民全部纳入
城镇社会保障范围，有效解决了失地农民
的后顾之忧。

以产业集聚增加就业岗位，以城市功
能完善支撑产业发展。

如今，驻马店市 11个产业集聚区从业
人员达 21万人，许多农村劳动力在家门口
就业，驻马店实现了市内转移就业人数超
过市外的历史性转变；新增城市建成区面
积 102平方公里，年均提高城镇化率近 2个
百分点，全市城镇化进程有目共睹，明显加
快。

创新管理——
优化发展环境
激活巨大潜能

2010 年 4 月底，厦门启轩集团掌舵人
艾友泽来平舆考察投资，不曾想轻微交通
违章，平舆县民警朱留勇对此轻微违章行
为只纠章、不罚款，前迎后送的两个敬礼打
动了艾友泽，于是他决定在平舆投资 12亿
元建设瑞昇家俬工业园项目。

2011 年 8 月，艾友泽介绍福建添鑫集
团在平舆投资 10.5 亿元建设年产 45 万立
方米的鑫琪人造板项目。

“招商民警”的两个敬礼引来 20 多亿
元投资，人们争相传颂形象招商的传奇故
事。

环境是吸引力，更是竞争力。
实践证明，大项目好项目的落地生根，

企业的做大做强，都离不开良好的发展环
境。发展环境好，项目就会接踵而至，纷至
沓来；环境问题突出，就会使想来的企业进
不来，已经来的留不住。

企业想要的，千方百计做好服务；企业
没想到的，同样千方百计。

五年来，驻马店市不断优化政务、商
务、法制等环境，实现“一优带百通”——

实行重大项目建设例会制度，加强组
织协调。驻马店市坚持每周召开一次项目
建设协调例会，市政府每月召开一次市政
府常务会，每季度召开一次常委扩大会，听
取项目建设情况汇报，专题研究、解决重大
项目建设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重点
项目加快实施；市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办公
室建立项目进度及存在问题台账，及时将
影响项目建设进度的重大问题上报市委、
市政府和有关市级领导协调解决。

实行重大建设项目市级领导联系分包
制度。市里筛选一批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重要引领带动作用的重大建设项目，
由市四大班子领导进行联系分包；每位市
级分包领导每月不少于两次深入项目单位
进行调研，对项目建设中的问题，制定具体
措施，召集相关部门及时协调解决。

开展建设环境集中整治，优化项目建
设环境。在全市开展“转变作风、优化环
境”集中整治活动，以“转变作风、优化环
境”为主题，以提高行政效能、推动项目建
设为目标，以清理规范、集中整治、监督检
查和责任追究为主要手段，着力解决影响
经济发展环境的突出矛盾和群众反映的强
烈问题，推动项目建设和经济发展环境持
续优化。

加快产业集聚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
目前 10 个产业集聚区综合服务中心已全
部建成投用，实现了统一受理和联审联
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持续开展“两转
两提”，加快服务型机关建设，进一步简政
放权，建立透明稳定可预期的政策支持体
系，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加快诚信体系
建设……切实为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五年来，11个产业集聚区正在深刻地
改变着驻马店。

11个产业集聚区，已成为全市工业转
型升级的突破口、项目建设的主战场、开放
招商的主平台、新型城镇化的助推器、改革
创新的先行区和全市经济的重要增长极，
为富民强市加快崛起提供了强力支撑。

五年来的实践证明，坚持以产业集聚
区为载体和平台，强力推进开放招商、项目
建设的举措是正确的、有效的，是符合驻马
店发展实际的，必须持之以恒向前推进。

认清发展方向是一种清醒，找准发展
模式是一种远见，持续推进产业集聚区建
设是一种使命。

4 月 29 日，驻马店市召开全市产业集
聚区项目建设暨开放招商工作会议。会议
指出，目前，驻马店市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已
经到了提质量、上台阶的关键阶段，全市上
下要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紧密结
合驻马店市实际，抢抓国内外技术、资本、
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
难得历史机遇，进一步强化措施，加大力
度，强力推动驻马店产业集聚区建设向更
高层次迈进。

号角已经吹响，方向已经确定。890
万天中儿女团结一心，凝神聚力，正朝着发
展目标奋力迈进。

我们相信，天中大地的产业集聚发展
之路，定会越走越宽广！

本版照片统筹 郭绪明 弓华静 滑清泉

驻马店：产业集聚挺起农区发展“脊梁”
——驻马店市全市产业集聚区五年发展成就回眸与展望

本报记者 曾昭阳 本报通讯员 韩祖和 刘阳

驻马店装备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为装备制造、农副产品加工，入驻规模以上企业 76家，其中知名企业有中集华
骏、银泰电动车、大力天骏和十三香、大程面粉、联顺食品等。图为银泰电动车生产线

汝南县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为装备制造（新能源电动车）、建材，入住规模以上企业 139家，其中知名企业有立马
车业、绿佳车业和联合正兴、金鹏管道等。图为立马电动车工业园

泌阳县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为农产品加工、电子电器，入驻规模以
上企业 95家，其中知名企业有恒都食品、三明食品和巨龙电子、华灿光电
等。图为恒都食品生产车间

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为电子信息、新材料，入驻规模以上
企业 10家，其中知名企业有富兴电子科技、嘉邦科技、洁康医疗器械等。
图为电子产业园区

驻马店市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为医药驻马店市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为医药、、化工和新材料化工和新材料，，入驻规模入驻规模
以上企业以上企业 8989家家，，其中知名企业有天方药业其中知名企业有天方药业、、昊华骏化昊华骏化、、中原甲醇厂中原甲醇厂、、中中
多铝镁和海川电子等多铝镁和海川电子等。。图为昊华骏化厂区一角图为昊华骏化厂区一角

驻马店市委书记余学友（右二）在泌阳县幸福里科技公司与企业职工交流 驻马店市市长武国定（左一）在西平县产业集聚区河南金凤牧业设备有限公司
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确山县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为生物科技、建材，入驻规模以上企业
109 家，其中知名企业有盛德生物科技、联播科技、宏盛源生物和豫龙水
泥、惠洁管业等。图为联播科技生产线

西平县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为光电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入驻规模
以上企业 81 家，其中知名企业有鲁洲生物、健盛电子等。图为健盛电子
生产车间一角

平舆县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为以皮革皮具为主的轻工产业和电子
信息产业，入驻规模以上企业 304 家，其中知名企业有帕加尼箱包、惠城
皮革和启德数码、通力电池等。图为帕加尼箱包畅销全国各地

遂平县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为农产品加工和电子信息，入驻规模以
上企业 140家，其中知名企业有徐福记食品、一加一面粉、克明面业、正康
粮油和波诺电子等。图为徐福记食品生产车间

上蔡县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为以制鞋为主的轻工制造、农副产品加
工，入驻规模以上企业 84家，其中知名企业有荣光鞋业、澳祥皮业和久久
面业、天一食品以及富玉龙纺织等。图为荣光鞋业生产车间一角

正阳县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为农副产品加工、机械铸造，入驻规模
以上企业 39 家，其中知名企业有维维粮油和三星球铁、程功机械等。图
为维维粮油产业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