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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好 转 方 式 优 结 构 促 发 展 的 关 键 一 招
——周口市产业集聚区建设五年回眸

□ 中共周口市委 周口市人民政府

产业集聚区已成为推动周口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产业集聚区已成为推动周口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规划面积 30.5 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20.5
平方公里。以打造千亿元食品产业集群和百亿
元电缆电气产业集群为方向，大力发展食品加
工业和先进装备制造业，目前食品加工业有益
海粮油、娃哈哈饮料、鲁花浓香花生油、大用集
团、五得利集团、雨润集团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装备制造业在以科信电缆为龙头的引领下，山
河光电、台湾中锋数控等一批企业陆续落户。

规划面积 17.3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10.9平方
公里。主导产业为食品和电子机械。已入驻金丝猴
集团、雪荣面粉、秋迪糖业等 26家食品加工企业，金
丝猴集团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奶糖、豆制品龙
头企业，与美国好时公司合作投资 30亿元建设亚洲
最大的巧克力生产基地。电子机械产业以乾丰暖
通、凯旺电子等企业为代表。聚酯网特色产业园已
入驻以华丰网业为代表的企业 35家，产值达到 30亿
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50%以上。集聚区已初步形
成食品、电子机械和特色聚酯网三大产业集群。

规划面积 16.9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6.9平
方公里。2011 年以来，通过招商引资，先后引
进投资 125 亿元的富士康实训基地项目、投资
20 亿元的大用肉鸡加工项目、投资 9.5 亿元的
麦当劳熟食加工项目和龙岗鞋业制鞋集群项
目，形成了食品、电子两大支柱产业。目前已形
成以河南福喜食品有限公司熟食加工项目和西
华大用福喜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肉鸡屠宰为主的
食品加工产业链条，以富士康实训基地为主的
电子产业园。招商引资成效显著，项目规模大，
科技含量高。

规划面积 15.36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11.6平方
公里。主导产业为纺织服装和通用设备制造业（锅
炉）。近三年，通过引进投资 100亿元的鸿闽纺织产
业集群项目和鸿文纺织、海盟织造、瑞源化纤等企
业，通泰纺织、万利源棉业技术升级改造，生产规模
将达到 100 万纱锭。河南神风、永兴、银晨、四通等
锅炉企业通过升级改造，全部具有国家 A 级压力容
器生产许可证，新引进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斯大
锅炉企业，该县锅炉产品占全省市场份额的 70%以
上，并打入国际市场。承接产业转移成效显著，主导
产业清晰，已形成良好的产业集群发展态势。

规划面积 15 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9.8 平
方公里。主导产业为塑料制品加工和通用设备
制造业。依托原有的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强
力打造劳动密集型产业。联塑集团兼并华林
后，产品供不应求，银丰塑料跻身国内三强。北
京博瑞莱、隆升富士电梯、艾斯维尔集成变压器
等一批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入驻。目前已经形成
了以河南联塑实业有限公司、河南银丰塑料有
限公司为代表的塑料制品加工产业集群和以北
京博瑞莱、平康电气、西门子电梯为代表的智能
电器装备制造主导产业集群。

规划面积 19.6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10平方公
里。围绕食品、医药主导产业，注重拉长产业链条。
食品行业入驻了以莲花集团为龙头的荷花面粉、味
之素、莲花酶制剂等 30个企业，实施龙头带动战略，
启动了莲花股份搬迁升级改造，投资新建莲花生态
园项目。莲花酶、益明粮油、复合调味品等一批在建
项目稳步推进。着力打造项城原料药生产基地，引
进知名企业实施战略重组，北京乐普与新帅克药业
捆绑上市。已建成六合堂药业、新帅克制药、蓝天药
业、美华制药等 260多个批准文号企业群。与央企
合作的投资 28.8亿元周口燃气电厂项目正在兴建。

规划面积 15 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8.3 平
方公里。金丹乳酸通过产业升级，技术居世界
领先水平，产能接近世界第一。财鑫集团实行
多元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新引进的武汉仁福
药业正在建设。围绕医药、食品两大主导产业，
科学编制产业集群发展规划。目前重点培育了
金丹乳酸科技、人福百年康鑫、巨鑫医药等 10
个龙头企业，与圣光医药器械集团、河南藏金源
仓储物流等合作着力强链，实现了总量扩张。

规划面积 14.3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8.9平方公
里。主导产业为纺织服装、机械制造，两大主导产业
销售收入占集聚区总收入的 80.8%。河南和合纺织
印染、陆新棉纺、日神服饰、苏州曙光纺织印染项目
陆续落户集聚区，填补了我省纺织服装业产业链的
短板，集群效应、规模效应逐步显现。以力神大马力
拖拉机公司和天誉动力为骨干，形成了农机装备制
造产业链，努力打造中原发动机缸盖缸体生产基地、
发动机装配基地和大马力拖拉机生产基地，促进了
机械制造业的蓬勃发展。

规划面积 15 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8.8 平
方公里。主导产业为农副产品加工和纺织服
装。近两年引进阿尔本制衣、佳利达纺织等纺
织服装企业 36家，泰国正大集团 100万头现代
化生猪全产业链项目、普爱饲料、万果园食品加
工、康伊特饮料等一批农副产品加工企业相继
入驻，纺织服装、食品加工产业初具规模。积极
引导企业加大科技投入，提升创新能力，建立相
应研发中心、检测中心等技术平台，拥有省级新
技术研发中心 2个，中恒玻璃、本洋光电等一批
高新技术项目，发展态势良好。

周口是传统农业大市，河
南省第一产粮大市。一产过
重、二产不强、三产滞后的经济
结构、偏于传统的发展方式，以
及由此决定的城镇化水平低、
人均产值低、财政收入低等市
情，使周口一直戴着落后地区
的帽子。

2009年，省委、省政府提出
建设产业集聚区的重大决策部
署，引领周口找到了追赶跨越
的突破口。全市紧紧抓住机
遇，决心用好产业集聚区建设
这一转方式、优结构、促发展的
关键一招，持续改变周口落后
局面，努力赶上全省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步伐。

实践证明，这条路子走对
了，产业集聚区，正在成为周口
发展的亮点，正在促进周口缩
小与先进地区的差距。

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
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周口产
业集聚区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

1.建设形成了一批科学
发展载体。全市（含鹿邑）共
有 11 个产业集聚区，规划面
积 190.7平方公里，建成区面
积达到 105 平方公里。五年
来，全市累计投入基础设施
建设资金 457.3亿元，建设标
准化厂房 940.7万平方米，修
建道路 465公里，建成投用污
水处理厂 11 个（日处理污水
能力达到 60万吨），建设职工
公寓及公租房 235.6 万平方
米，部分医院、学校、公交车
站等配套设施投入使用。11
个产业集聚区，全部成为具
有较强产业承载能力的科学
发展载体。

2.引进承接了一批知名
企业。我们很好地实现了产
业集聚区建设与承接产业转
移的有机衔接，成功地把产
业集聚区建设的过程，变成
了提升周口工业发展层次的
过程，引进了许多国内外知
名企业。

国际知名企业富士康、
麦 当 劳 、美 国 好 时 、泰 国 正
大、新加坡郭氏，国内知名的
娃哈哈、大用、雨润、五得利、
申 鹭 达 、山 东 六 和 、郑 州 和
合、广东联塑等，在周口建立
了生产基地。周口正以自身
良好的发展环境和产业集聚
区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更
多的投资，承接更多的产业。

同时，我们也注重本地
产业升级改造，莲花味精、辅
仁 药 业 、宋 河 酒 业 、金 丹 乳
酸、金丝猴食品、力神大马力
拖拉机、大河林业板材、太康
锅炉、沈丘聚酯网等传统优
势产业，通过搬迁升级，得到
不断壮大。

据统计，五年来，11个产
业集聚区累计入驻企业 813
家，完成投资 2113.8亿元，年
均增长 41.2%；规模以上企业
实 现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5751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44.7%。 2013

年，全市产业集聚区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 736亿元，同比增
长 28.5%；在建项目 461 个，
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366个，完
成投资 628.22 亿元，同比增
长 34.2%。

3.培育形成了一批产业
集群。全市以产业集聚区为
载体，结合主导产业培育，着
力促进产业向集群化发展，提
高集约发展水平，2013年底，
产业集聚区“三上”企业个数
达到 528 家,产业集聚区规模
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的 65.8%。

全市各产业集聚区按照
竞争力最强、成长性最好、关
联度最高的要求，细分行业领
域，都形成了一到两个具有规
模优势的特色主导产业，这些
主导产业正在不断向集群化
发展。2013年，太康县纺织产
业集群规模达到 100亿元，沈
丘县产业集聚区和周口经济
技术产业集聚区食品产业集
群分别达到 150亿元和 165亿
元，其他像太康县的锅炉产业
集群，扶沟县的大马力拖拉机
和缸体缸盖制造产业集群，项
城市的六合堂制药、新帅克、
美华制药和郸城县的人福百
年康鑫、圣光医药、巨鑫制药
等组成的医药产业集群，淮阳
县的联塑集团、银丰塑料等组
成的塑料制品产业集群；中心
城区科信电缆、久通电缆和阳
光电缆等企业组成的光电缆
特色产业集群等，也正在加快
延长产业链条，壮大集群规
模，2014 年都将突破 100 亿
元。

全市总体来看，目前，纺
织（服装）制鞋产业集群规模
已达到 480亿元，纺织能力达
到 450万纱锭，织布能力达到
3 亿米。“河南省制鞋产业出
口基地”地位持续巩固，制鞋
产 业 集 群 形 成 产 能 1550 万
双，拥有阿迪达斯、耐克、锐
步、UGG 等国际知名品牌的
生产能力，鞋类产品出口额
居全省第一位；食品产业集
群规模已达到 620亿元，拥有

美国福喜、金丹乳酸、莲花味
精、益海粮油、娃哈哈、金丝
猴等一批全国、全球知名企
业 ，拥 有 中 国 驰 名 商 标 12
件。我们有信心用 2-3 年的
时间，把食品、纺织培育成 2
个千亿元产业集群。

4.建设提升了一批创新
平台。产业集聚区建设发展
的过程，也是周口创新体系
加速构建、企业创新能力快
速 发 展 的 过 程 。 到 2013 年
底，周口拥有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 3家、省级以上企业技
术创新中心 28 个、省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17 家、国家级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16 家 。 2013
年，全市共申报专利 878 项，
新培育驰名商标 4件（总数达
到 12件），新认定河南省著名
商 标 23 件（总 数 达 到 106
件），拥有各种商标注册 9078
件，辅仁、金丹、莲花等 5家企
业被认定为河南省技术创新
示范企业。

5.有效加快了人口向城
市集中。我们按照建设一个
产业集聚区，再造一座新城
的发展理念，不断加大产业
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科学规划建设各产业集聚区
的工业区、生活休闲区、培训
基地，促进生产、生活、服务
功能不断完善。目前，产业
集 聚 区 从 业 人 员 近 30.5 万
人，拉动农村人口向城市集
中超过 100万人，促使全市各
县城的规模迅速膨胀，常住
人口均超过 25 万人，多的达
到 40 万人，带动周口的城镇
化率每年提高 1.8%以上。

总之，产业集聚区已经
成为周口优化经济结构、转
变发展方式、实现集约化发
展的基础工程，通过企业集
中布局，产业集群发展，资源
集约利用，服务功能集合构
建，带动农民由农村向城镇
转移，实现了产业与城市发
展的良性互动，集聚促进就
业、就业创造消费、消费拉动
经济增长的良性发展机制正
在逐步形成。

周口把建设产业集聚区
当做转方式、优结构、促发展的
关键一招，当做实现跨越发展、
弯道超车的难得机遇，思想上
高度重视，政策上大幅倾斜，采
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有力保
障和促进了产业集聚区快速健
康发展。这些措施，我们把它
概括为五句话 20个字：“规划
引领、基础先行、政策扶持、观
摩点评、兑现奖惩”。

1.规划引领。产业集聚
区建设之初，我们就突出了规
划的理念，强调规划先行。首
先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
用规划“三规合一”的要求，融
汇产城互动的理念，编制产业
集聚区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
规划、修建性规划，为整个建
设提供引领导向。其次按照
当地传统产业基础，充分考虑
资源特点、人才优势、技术储
备、产业传统和改造提升需
要，编制各产业集聚区的产业
规划，用产业规划引导企业入

驻和招商引资。正是规划的
引领作用发挥得好，全市 11
个产业集聚区（含鹿邑）发展
得快速、有序。

2.基础先行。我们始终
把产业集聚区的基础设施建
设放在首位，保证水、电、路、
气先通，住房、医院、学校、超
市、通信、环保等公共服务设
施及时跟进，使企业入驻就具
备建设条件，建成就具备生产
条件。目前，11 个产业集聚
区建成面积 105平方公里，设
施完善，环境良好，已经成为
吸引外来投资、承接产业转移
的重要条件。

3.政策扶持。根据全省产
业集聚区发展的部署和要求，
该市先后出台了《中共周口市
委、周口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
步加快产业集聚区发展的若
干意见》、《周口市产业集聚区
主导产业发展指导意见》等文
件，确立了全市发展产业集聚
区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
为解决产业集聚区建设资金

问题，市政府与市农村信用联
社合作，融资 10亿元信贷资金
用于支持产业集聚区建设，为
各产业集聚区加快基础设施
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
积极协调各驻周口金融机构，
采取成立专门的产业集聚区
服务团队、在产业集聚区设立
自助银行、定期召开银企对接
会等形式，全力支持产业集聚
区及企业发展。加大土地供
给力度，在安排年度用地计划
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周
转指标时，重点保障产业集聚
区重点项目用地需求。

4.观摩点评。每年初，我
们都组织市四个班子领导和各
县（市、区）、市直各部门、各产
业集聚区主要负责同志，集中
观摩产业集聚区建设情况，并
针对项目建设、主导产业集群
培育、公共基础设施配套、节约
集约发展、企业服务等方面，进
行专题点评，帮助大家学习先
进，查找差距，借鉴经验，发现
问题，让先进者有压力，落后者

出出汗。同时，我们还组织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对产业集聚
区进行每年不少于一次的督导
点评，听取社会各界对产业集
聚区发展的意见、建议，持续激
发各县（市、区）加快产业集聚
区发展的动力。

5.兑现奖惩。市政府出台
了《周口市产业集聚区考核暂
行办法》，每年进行排序和表
彰，在全市形成了你追我赶、争
先恐后的竞争局面。物质上，
市财政每年拿出不少于 1000
万元、县（市、区）财政每年拿出
不少于 500万元，用于奖励年
度产业集聚区建设先进单位；
政治上，对当年被省政府命名
为“十强”、“十快”、“先进产业
集聚区”或连续两年全市产业
集聚区观摩、考核前三名的产
业集聚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
经组织考核，享受副处级待
遇。目前，郸城、沈丘、项城、商
水、鹿邑 5个县的产业集聚区
管委会主要负责人，先后经组
织考核享受副处级待遇。

■周口经济开发区 ■沈丘县产业集聚区

■西华县产业集聚区 ■太康县产业集聚区

■淮阳县产业集聚区

■项城市产业集聚区

■郸城县产业集聚区

■扶沟县产业集聚区

■商水县产业集聚区

■

五年时间，对产业集聚区
的建设发展来说，才算刚刚开
始。五年的发展实践证明，建
设产业集聚区，是一条科学的
发展道路。我们应当不断总结
经验、完善举措，坚定不移地走
好这条道路。回顾总结我们的
实践，我们感到这几点必须始
终牢记和坚持。

1.必须突出集约发展。
未来中国发展的资源性约束
会越来越强。在河南，由于要
坚守不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
和环境的庄严承诺，土地资源
的稀缺性将更加凸显。从周
口来说，虽然产业集聚区的规
划面积有 190多平方公里，但
按照省政府制定的现有平均
投资强度标准的平均数（约
250 万元/亩），约能容纳 7125
亿元的投资，目前已经完成投
资 2113 亿多元，理论剩余投

资 容 量 约 5000 亿 元 。 2013
年，全市产业集聚区投资总额
约 680亿元，投资增长速度超
过 26%，这样算来，未来 5 年
—7年时间，产业集聚区的投
资容量就将饱和，会出现有项
目无处放的情况。因此，我们
非常注重产业集聚区的集约
发展，持续提高投资强度和投
资产出效益。我们强调，投资
亿元以下的项目，不再单独供
地，一律进标准厂房；强调建
立产业集聚区企业准入和退
出机制，提高企业入驻的投资
强度、技术、环保、税收标准，
清退低就业、低效益的企业，
为效益好的产业长远发展留
足空间。

2.必须突出集群发展。
我国未来的工业发展必然走
集群化道路，要么形成庞大的
企业群，对某一产品的市场供

应产生较大影响，要么形成完
整的产业链，实现低成本配
套，占据价值链高端。只有这
样，才能适应市场需求，经受
市场考验，这是产业发展的内
在规律。产业集聚区建设，要
主动适应这个规律。近几年，
省委、省政府着力推动产业集
群培育，正是出于这样的考
虑，我们立足周口实际，结合
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培育，着
力围绕建链、延链、补链、强链
和扩大同类企业群落去招商
引资、承接产业转移，使一些
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势头良好，
像西华、扶沟的制鞋产业群，
沈丘、中心城区的食品产业
群，郸城、项城医药产业群，太
康、扶沟的纺织产业群等，培
育都初具规模，市场竞争力大
大增强，抗风险能力大大提
高。近几年，该市工业增长的

多项指标一直排在全省前列，
就是因为这些产业集群的不
断壮大。

3.必须突出产城互动。
产业集聚区建设发展，首要的
是加强城市的产业承载能力，
但必须同时兼顾城市功能的
完善，提高城市对人口的承载
能力。省委、省政府一开始就
强调产城互动、产城融合，是
非常英明、非常有远见的。近
几年，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
时，加快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
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设施和商住设施建设，为项
目入驻和人口集聚创造了条
件。可以这样说，产业集聚区
发展较快的这几年，也是该市
城镇化水平提高较快的几年，
我们尝到了产城互动、融合发
展的甜头，坚信这是一条科学
的发展道路。

省长谢伏瞻在周口市委书记徐光（左三）、市长刘继标（左一）陪同下视察
周口市产业集聚区建设 本报记者 郭宇 摄

省委书记郭庚茂在周口市委书记徐光（右二）、市长刘继标（右一）陪同下视察
周口市产业集聚区建设 本报记者 董亮 摄

美丽的沙颍河畔美丽的沙颍河畔，，三川大地宜居宜业三川大地宜居宜业，，热情的周口人民欢迎您热情的周口人民欢迎您

原川汇区产业集聚区，规划面积 13.4 平方公
里，建成区面积 5平方公里。2012年底，被省政府批
准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科技孵化中心
的建设将有效提升园区综合竞争力，加快产业结构
优化。目前已形成了以鸿基风机、金华夏钢构、包
装机械厂为主的装备制造业，以长城门业、百亨门
业、阳光电缆、河南通信光缆、久通电缆、瑞特电气、
五杰塑钢为主的轻工业两大主导产业集群。以瑞
特电气、久通电缆、阳光电缆、五杰塑钢、广安饲料
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初具规模。

■周口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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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用集团屠宰车间

金丹乳酸生产规模亚洲第一

金丝猴集团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奶糖、豆制品龙头企业

莲花味精出口全国第一

全市制鞋产业已形成产能 1550万双，出口额居全省第一位

太康锅炉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35%，为全国最大的民用
锅炉压力容器生产基地

沈丘聚酯网业占据国内市场“半壁江山”，为全国最大
的聚酯网生产基地

娃哈哈饮料生产车间

五得利单体面粉加工全国第一

以科信电缆、久通电缆等企业组成的光电缆特色产业
集群规模将突破 100亿元

总投资 100亿元的鸿闽纺织产业集群项目，让太康成
为有名的纺织工业大县

总投资 125亿元的富士康实训基地项目，将为当地提供
10万个就业岗位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