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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寂静的田
野。

仅仅三四年时间，这里平地起了一
座工业新城。工厂林立，车马喧嚣，16
家纺织服装企业摩肩，14家锅炉及配套
企业毗邻，形成链条完备的两大产业集
群，产生了“全国最大的差异化纱线生
产线、全国最大的差异化弹力面料生产
线、全国最大的裤装集群、全国最大的
双 A级锅炉制造基地”多个行业单项冠
军。

这 里 是 太 康 县 产 业 集 聚 区 。 自
2009年 10月开始着手建设，纺织服装、
锅炉两大集群在这里如雨后春笋，勃然
兴起，势如破竹！被省委书记郭庚茂称
之为“平原农区的有效突破”。

“银太康”——太康曾是一个有名
的传统农业大县，短短几年快速实现工
业突破，其密码何在？

从“点”到“链” 集聚之美

太康历史上因盛产棉花而享“银
城”美誉，小型棉花加工企业遍布乡村，
也曾上了几个纱厂，纺的是粗纱，在市
场经济中几经淘汰。太康锅炉有着 34
年的生产历史，大大小小的锅炉企业如
棋子般散落在符草楼、张集等乡镇产业
带，企业规模小，产品档次低，在大浪淘
沙中几经飘摇。

为寻求农业大县的工业突破，太康
“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挖掘纺织、
锅炉传统优势，招大引强，加速产业集
聚，形成产业链条，向着“单项冠军”的
目标前进，倾力打造“中国裤都”和“中
国压力容器制造基地”。

围绕产业链做文章，加速形成产业
链条。该县坚持“传统产业重在转，新
兴产业重在选”，立足棉花、人力资源优
势，开展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积极承
接江苏南通、吴江和浙江柯桥等地的纺
织服装产业转移，引进江南鸿文纺织、
海盟织造、润泰服饰等纺织服装企业 16
家入驻产业集聚区。在规模宏大的纺
织服装产业集群，有 7家纺纱企业、5家
织布企业、4家服装企业、1家服装销售
企 业 ，拥 有“ 纺 纱 — 织 布 — 染 整 — 面
料—服装”完整产业链。全县投产及在
建纺纱规模 150 万锭，年产坯布 2.5 亿
米，年产服装 2100万件，女裤 500万条，
近 10万“织女”为此忙碌并快乐着。

立足提升锅炉传统产业，2010年以
来，该县实施“退带入园”工程，瞄准上
海、北京和西安等锅炉行业技术高地，
积极推进“招商引智”和企业嫁接联合，
加速产品更新换代，带来整个锅炉行业
的转型升级。入驻园区锅炉企业 8家，
其中 4 家由 B 级提升双 A 级（全省 A 级
锅炉企业仅 6家）。引进与合作沃特锅
炉辅机、中太锅炉设备等 5家锅炉辅机
配件企业，建立 1个大型钢材批发市场，
形成“研发、制造、销售、服务”锅炉产业
链。年生产能力 2万蒸吨，年产值 20多
亿元，利税 3亿多元。

围绕产业链做文章，提高产业配套
能力。该县对主导产业服务配套项目，
降低入驻门槛，采取中小企业集群式引
进，支持其建设专业园区。规划了 2平
方公里的集聚区商务中心，为企业提供
商贸、商务、信息及生活配套服务。

围绕产业链做文章，完善产业服务
体系。建立一支专业服务团队，先后 10
余次组织中层以上干部赴长三角、珠三
角地区考察学习，提高领导干部驾驭市
场经济的能力和市场意识，了解产业规
律和产业布局。政府当好全天候服务
员，明确提出“政府对待企业要像对待
自家的老人和孩子一样”。在人才引
进、品牌培育、企业创新扶持、企业融资

担保等方面搭建平台，为项目建设提供
有力保障。

未来太康 中国裤都

一台台机器列阵排开，一名名工人
精剪细裁，一件件女裤彩蝶般“飞”下
流水线。记者在太康县鸿闽纺织产业
集群服装园区感受到了“中国裤都”的
精彩。

“中国裤装看郑州，郑州裤业移太
康”。2013 年 7 月，太康县被中国纺织
工业联合会授予“中国女裤面料研发织
造基地”称号。今年以来，该县着力建
设占地 1000 亩，提供 4 万人就业岗位，
年生产能力 2 亿条以上女裤的生产基
地，打造“中国裤都”品牌。目前已入驻
郑州裤尚服饰、蕾蕾纺织服饰有限公
司、河南源通服饰有限公司 3家企业。

裤尚服饰是郑州裤业向太康转移
的典型代表。

福建商人朱正武做裤子做了 20年，
致力于“裤尚”品牌的研发、营销，之前
企业一直在郑州发展。他和鸿文纺织
的老总洪祖文是多年的好朋友、生意上
的好伙伴，得知洪祖文在太康投资建设
织布厂，考察太康后，他决定把郑州的
企业搬到太康来。

“仅物流费，一米布可节省 2元钱。”
朱正武告诉记者，“太康有一个产业集
群，产业链很完善，从万利源买纱，到鸿
文织布，然后拿到裤尚的车间剪裁，所

有这些不出一个园区，生产成本降低
了。从长远看，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就是
成本竞争。”

朱正武在太康建设的河南裤尚服
饰有限公司总投资 2亿元，占地 500亩，
以生产外贸订单、女裤加工为主，年产
1.2亿条，产值 120亿元。目前，48栋生
产车间及配套设施，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3栋，5栋正在建设，到年底 11栋全部建
成。

“边干边做，手脚要快。”朱正武把
“福建理念”带到太康，第一栋车间刚刚
建成，连夜通宵安装机器。2014年 2月
11 日，农历正月十二，迎着新年飘落的
瑞雪就投入生产，今年销售收入有望达
到 9000万元。

“选择太康，除了产业链完备，还因
为太康有两大优势，一是人多招工不费
力，二是政府服务很到位。”朱正武说，

“做了 20年的裤装生意，和大大小小的
老板都很熟，把郑州的‘裤老板’拉过来
太康发展，使郑州裤装对接太康，三到
五年，未来太康就是‘中国裤都’。”朱正
武信心十足。

最近，先前入驻服装园区的润泰服
饰有限公司与台湾大润发总部签订协
议，将台湾大润发总部服装生产基地设
在太康县服装园区。润泰服饰是裤业
基地的一个“大块头”，拥有 48栋生产车
间，下辖子公司的服装可以通过大润发
畅销世界各地。眼下，基础设施已建
成，设备安装将启动，裤装基地整装待

发，蓄势发展。
这其中，女裤和家纺面料是纺织行

业的主攻方向。鸿文纺织引进 100台氨
纶包覆机，建成了全省唯一的高档服装
面料生产线，形成全国最大的差异化纱
线生产能力、全国最大的差异化弹力面
料生产能力，织成布做成的裤子一条可
以卖到 4000 多元。万利源棉业的产品
被“雅戈尔”看中，三年间从 5万锭发展
到 20万锭。海盟织造成为“水星家纺”
的供货商。

两大主导产业短时快速形成，尤其
是纺织产业新上项目层次高、规模大、
技术含量高，在洽谈时就明确要求，不
是产业链项目不引进，不是高端设备不
引进，因为太康追求的是高端产品。

由江苏吴江闽南商会和吴江联泰
纺织牵头，联合江苏、浙江、福建等地闽
商抱团投资 100亿元，在太康建设鸿闽
纺织产业集群。自 2012年 1月开工，夜
以继日加速建设，边建设企业边入驻。

今年 5月，盛鸿纺织投资 15亿元新
上 2000 台喷水织布织机、1000 台倍捻
机捻纱项目，填补了太康纺织业的两项
空白。一次性投资建设 2000 台喷水、
1000台倍捻，这样的规模档次在全国也
很少见，项目 6月底即可试生产。

27岁的福建商人洪福胜，在迪拜做
了 8年的电子贸易，回国后通过闽南商
会了解到太康纺织服装行业发展膨胀
较快，产业链完备，投资环境好，是创业
的热土。经过实地考察，决定在太康投
资，转行发展纺织业。入驻太康后，太
康的政务环境、人文环境、生产环境，激
发了洪福胜的投资热情，投资信心倍
增，原计划的投资规模一扩再扩，直到
一次性投资 15亿元建设盛鸿。

洪福胜告诉记者，盛鸿的产品一部
分外走，大部分供应服装园区的裤装面
料和成衣面料。通过以商招商，今年 5
月份他引进一个投资 10 亿元、15 万锭
的经编纺纱针织服装项目进驻太康，协
议已签订，地址也已选好，麦后就开工
建设。

投资 6 亿元的天顺色织开工，吴江
银鑫棉业投资 10亿元建设的 20万锭高
支精梳纱项目建成投产，进一步扩大和
膨胀了太康纺织规模。

今年上半年，全县新开工纺织服装
项目 10 个，投产项目 7 个。总投资 100
亿元的鸿闽纺织产业集群完成投资 90
亿元，入驻企业 13家，仅服装园区建成
96栋生产车间。三年内，纺织服装园区
入驻企业可达百家，太康县纺织服装销
售收入有望突破 200亿元。

未来太康 锅炉之乡

浩浩荡荡，百名浙商太康行，百名
闽商太康行，从外出招商、以商招商、产
业链招商，到客商主动找上门、招商选
商，纺织实现从棉纱到服装的“聚变”，
太康锅炉也正经历着转型升级后的一
次史无前例的“补链、延链、强链”。

6月 20日，记者在锅炉园区钢材批
发市场看到，车辆进进出出，工人正忙
着将钢板装车外运。“一个电话，几分
钟，钢板就运来了，真是方便。”四通锅
炉董事长冯坤告诉记者。

加上年初新上的 5家锅炉辅机配件
项目，今年 5月开业的这个大型钢材批
发市场，补齐了太康锅炉产业链的短板。

今年 4 月，太康成立广通贸易有限
公司，使太康锅炉行业与安阳钢厂直接
对接，锅炉企业可在本地购买钢材，减
少了运输和仓储环节，同时保证用钢质
量，提高了锅炉制造水平。经与安阳钢
铁协会协商，该市场享受大客户待遇，
每吨钢材价格优惠 100多元，每年仅锅

炉行业可直接供钢 10万多吨，销售收入
4 亿元，为太康增加税收 1000 万元，扩
大了太康经济大盘子，实现双赢。

斯大锅炉入驻。这个来自韩国的
高科技产业拥有 20 多项专利，每年有
10多项新技术运用到锅炉生产过程中，
引领太康锅炉迈上一个新台阶。一期
工程去年 6月建成投产，二期工程已完
成基础浇铸，再过几天就要竣工投产。

今年初，太康成立锅炉行业协会，
对锅炉市场和资源进行整合，规范行业
内部管理，引进高端人才，完善产业链，
加快锅炉产品更新换代和战略组合，提
高锅炉产业技术创新水平，打造太康锅
炉品牌，推进太康锅炉迈向“高、精、
尖”。

神风锅炉引进高管吕仝山老总，永
兴锅炉引进高端人才王志强，四通锅
炉、一诺容器等 4家锅炉企业与各大科
研院校联合成立产、学、研基地，神风锅
炉被命名为省级锅炉工程技术研发中
心。依托斯大锅炉、太和锅炉，发挥引
领带动作用，提高锅炉产业技术创新水
平。太康被中国电气工业协会锅炉分
会授予“锅炉教学研制造基地”。

由于锅炉企业注重新产品研发和
技术创新，提升了制造水平，扩大了销
量。今年一季度，神风锅炉的产销量相
当于去年上半年的总量。

最近，山东烟台鑫丰源电站设备有
限公司签约投资意向，想来太康建设一
个占地 1000 亩、总投资 20 亿元的大型
电站锅炉项目，一台可卖 6亿元，过几天
就来太康考察。

如今，太康锅炉从业人员超万人，国
内市场占有率 35%，省内市场占有率
50%，远销美国、加拿大、印度等 50多个
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省重要的双 A级锅
炉生产基地、河南省特色装备制造园区。

盛装起航 无限风光

纺织服装、锅炉压力容器两大主导
产业集聚发展，拉动县域经济连年跃上
新台阶。2013 年，太康有 12 项经济指
标增速居周口市第一位。今年第一季
度，又有 5项增速居全市第一位。

两大主导产业的迅猛发展，加速了
太康县产业集聚区建设。目前，批准进
区项目 72 个，总投资 296 亿元，其中亿
元以上项目 57 个，已投产项目 40 个。
太康县产业集聚区被评为“全省最具竞
争力产业集聚区”、“全省十快产业集聚
区”。

两大特色产业集群，让人感受到蓬
勃发展的太康力量：通过 3 至 5 年的努
力，实现纺纱规模达到 200万锭，年织布
10亿米，年服装加工 2亿件，女裤 2亿条
以上，年产锅炉压力容器 5万蒸吨，培育
产业工人 5万人，年实现产值 500亿元，
年创利税 50亿元的目标。

就在记者发稿时，从太康县委宣传
部传来消息，又有河南昊晟 30万锭高支
精梳紧密纺纱等总投资 48亿元的 12个
项目，在太康县产业集聚区集中开工，
为该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注入新
的强劲动力。

全新的舞台绽放全新的梦想，无限
未来孕育无限希望。依托产业集聚区，
开放的太康，正以海纳百川之心，高昂
向上之姿，继往开来之势，在中原崛起
中盛装起航！

鸿文纺织“全国最大的差异化
纱线”生产车间

鸿文纺织“全国最大的差异化
弹力面料”生产车间

裤尚生产车间工人加班加点赶制订单万利源棉业 20万锭精梳纱生产线

通泰纺织 10万锭精纺梳项目 宏星制衣年产 500万件服装生产车间

海盟织造高档家纺坯布供货“水
星家纺”

拥有 20多项专利的韩国斯大锅炉

四通锅炉生产车间 永兴锅炉“精雕细琢”

太康锅炉行业产销两旺 太康锅炉“巨无霸”

★河南省十快产业集聚区

★全省最具竞争力产业集聚区

★河南省特色装备制造产业园（工业锅炉）

★锅炉教学研制造基地

★中国女裤面料研发织造基地

看太康县如何演绎——

“ 平 原 农 区 的 有 效 突 破 ”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郜敏

摄影 王建林 刘俊涛 董红旗
刘儒飞 马孝奎

太康县产业集聚区生机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