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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区发力“设计经济”
——我省首届设计服务与产业融合发展及“设计立县”高峰论坛获瞩目

本报记者 李保平 本报通讯员 陈超凡

近日，由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郑州市
金水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国家知识产权创
意产业试点园区承办的“河南省首届设计服
务与产业融合发展及‘设计立县’高峰论坛”
成功举行。来自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的专家教
授、全省各地的数十家产业集聚区、工信局、
行业协会以及重点制造企业的各界代表 300
多人出席会议，分享了来自“工业设计”领域全
国最顶尖的专家演讲。

“工业设计”是灵丹妙药

与会嘉宾清华大学美院蒋红斌教授说：

“‘工业设计’在工业大国、工业强国当中已经
走了 150 多年，‘工业设计’用来提升产品、企
业竞争力，所引发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社会
的经济问题。”

经过改革开放 30 年快速发展，当前，我
国制造业面临的问题跟美国问题不一样，和
二战之后日本的问题也不同，当前信息高度
发达，这实际上是“工业设计”给中国实现弯
道超越创造了条件。

“设计经济”能够组合资本、人力资源等
需要的生产要素，并通过科学安排转换生产
机制，所以知识经济到来呼唤的实际上是设
计经济到来。蒋教授说。

木马设计公司丁伟从两个方面分享了
“设计立县”的观点。

第一，建议运用设计思维去推动区域创
新。河南省有 108 个县，180 个产业集聚区，
每个县都有不同的特色产业的情况，它的历
史，它的传统，和它今天的产业，可以充分运
用“设计力量”去匹配资源、激发活力。

第二，构建设计服务系统。他认为，各地
政府应建立一套非常完整的“设计立县”服务
系统，可以让“设计企业”能够更好地跟当地
产业去融合。他还提出了三个模式，分别为
候鸟中心模式，创业基地模式，新城镇模式。
通过这三个模式，来匹配不同资源，能够因地
制宜地对当地“设计产业”做到极大的推动。

从“电炉丝的故事”谈工业设计

苹果公司作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靠的就是创意、文化和设计的力量。

浙江大学国际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应放天
列举了“电炉丝的故事”来生动解释“工业设

计”对实体经济的拉动：最初有一个科学家一
辈子都在研究电炉丝，后来有一个美国记者
把这个电炉丝变成了电炉，再后来，日本人从
美国买一个电炉回去，稍加设计，做一个他们
自己的东西，再配上一个温馨的名字：电饭
煲。这里面没有任何的创新，只有设计的改
变，他靠的是创意，是设计。

改革开放以后，日本制造业受到中国沿
海地区的极大冲击，不得不转型升级，他们发
明了电脑控制的电饭煲，可以控制米饭的软
硬度，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这个故事告诉
我们，第一，电炉丝变成电炉，再变成电饭煲，
这中间没有任何的技术革命，靠的全是设
计。第二，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一定是把创
意、设计跟智能化结合在一起，如何结合是一
个很重要的问题。电炉丝一步步变成电热地
毯、电热玻璃、电热吊扇，这就叫设计和创意。

应放天教授认为，中国是一个制造大国，
如何用设计撬动经济非常重要。特别是身处
内陆的河南，现在有 180 个产业集聚区、数万
家企业，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要有“创
意经济”来引领。

工业设计是突破 引领行业发展

金水区区委书记郑灏东说，“金水区作为
省委、省政府驻地，近年来的发展得益于全省
各县区的大力支持。所以，我们金水区打造
了‘中西部最大、全国一流的工业设计和知识
产权专业园区’，以此来鼎力支持我省 180 个
集聚区的转型升级发展。”

记者在位于郑州市花园路与国基路交叉
口以西的设计产业园看到，总建筑面积 1.56
万平方米的大厦云集了全国一流的设计公

司，浪尖、容与、易用、红度、木马、上善、飞鱼
等国内外知名设计企业，还有世界最先进的
彩色 3D 打印机、FDM 快速成型机、三维扫描
仪等国际先进的硬件设施。

金水区区长陈宏伟说：“按照工业设计对
实体经济的带动杠杆比例 1∶102.5 来计算，自
开园以来，工业设计对我省实体经济贡献率
已达到10亿元，成绩令人欣喜。”

与会的内乡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副主任孙宏
说:“本次举办的活动非常好，解决了很多我们
想解决但找不到出路的问题，在当前局面下，集
聚区发展，离不开工业设计的深度介入。”

为了大力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本次活
动中，国家知识产权创意试点园区举行了
隆重的聘书颁发与签约仪式，河南省工经
联副秘书长周北鸿和我省 20 余家行业协会
代表被聘为园区发展顾问，为我省工业设
计产业与科技制作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重
要平台。

本次论坛上，还进行了“设计与产业合作
成果案例分析”、“设计与产业推介交流活
动”、“工业设计精品展”、“河南高校创意设计
作品展”等系列活动。

园区与入驻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园区与入驻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是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决
定创建，国家科技部、教育部认定的国家级大学科技
园。科技园位于郑州高新区长椿路 11 号，占地面积
约 526亩，项目总建筑面积 58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20
亿元人民币，依据园区用地适宜性及功能关系，将园
区分为科技孵化区、科技研发区、科技产业区和公共
服务区。截至 2013 年底，园区已竣工并投入使用
50.5万平方米。

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入园企业以电子信息、
电子电器、新能源与高效节能产业为主导，涵盖了光
机电一体化、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主要高新技术领
域，积极带动了区域内相关产业的集聚与发展。截
至 2013年底，园区现有企业 164家，在孵企业 110家，
累计毕业企业 54 家。园区企业累计提供就业岗位
超过 10640个。园区有省级研发中心 5个，市级研发
中心 9 个，博士后基地 1 家，2013 年园区共实现总收
入 30.4897 亿元，工业总产值 26.13 亿元，税收 1.025
亿元，利润 3.1503 亿元。2013 年园区共组织并指导
企业申报各级各类项目 163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32
项，省部级项目 30项，市区级项目 131项），共获得各
类资金支持 300万元。 （李保平）

蓬勃发展中的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

记者：我们知
道南阳新能源产
业集聚区近年来
发展势头强劲，得
到社会各界的关
注，请介绍一下集
聚区的情况。

李培彦：5 年
来，南阳新能源产
业集聚区以打响

“国家级新能源产业基地”、建设“中原
新能谷”为目标，形成了新能源、新能源
装备制造和光电印刷新材料“一主两
辅”主导产业体系,成功打造 3 个超百亿
元的产业集群，在产品形态上，由过去
的生物质新能源“一枝独秀”，形成了生
物质能、风能、太阳能、蓄能电池等众多
新 能 源 产 业 竞 相 发 展 的 可 喜 局 面 。
2013 年，集聚区“三上”企业实现营业收
入 280 亿元，同比增长 27%。

记者：我们知道，集聚区的“主导产

业”从选定到发展期间有很多困难，请
介绍一下你们的经验。

李培彦：我们集聚区建立之初，就
将产业战略定位为新能源产业，主要
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实施开放带动
战略，相继与中国航天科技、首钢控股
等 大 型 央 企 及 行 业 巨 头 开 展 战 略 合
作 。 落 地 了 总 投 资 20 亿 元 的 香 港 宇
阳新能源产业园等项目，打造了以新
能源为主体的龙型经济，培育形成了
天冠完整的绿色循环经济产业链，华
光、天羽衔接配套的光电新材料产业
链和新能源装备制造业三大产业链。
二是实施创新带动战略，在提升核心
竞争力上实现新突破。累计拿出 6 亿
元专项资金支持企业技术研发和改造
升级，相继建成 3 家国家级企业技术
中心、4 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以及 7 个
省级研发中心。先后获得国家级、省
部 级 科 研 成 果 287 项 、有 效 专 利 181
项、有效发明 31 项。

记者：集聚区的建设，归根到底是

培育区内企业的竞争力，当前，集聚区

内企业发展情况。

李培彦：5 年来，我们不断完善基础
设施、优化服务环境。先后规划建设了
天冠生态园、华光科技园、新能源装备
制造科技创业园、娃哈哈食品工业园四
大专业园区，增强了企业的空间集聚
度。叫响了“企业有困难，就找马上办”
的服务品牌。“马上办”不仅成为广受企
业好评的服务品牌，同时又成为集聚区
的招商品牌。目前集聚区入驻企业 218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53 家。超亿元企
业 28 家，超 10 亿元企业 5 家，工业产值
连年增速保持在 30% 以上。拥有“华
光”、“天冠”、“娃哈哈”等 5 个国际知名
品牌，“天力”、“鑫特”等 12 个省级以上
知名品牌。

2014 年，集聚区计划实现“三超”目
标，即主营业务收入超 300 亿元，固定资
产 投 资 超 100 亿 元 ，就 业 人 口 超 5 万
人。到“十二五”末力争完成营业收入
400 亿元以上，力争到 2018 年率先在南
阳建成千亿元级产业集聚区。

（本报记者）

记者：5 年来，
淮阳产业集聚区发
展取得了有目共睹
的成绩，请康主任
谈谈集聚区的主要
做法。

康宏：5 年来，
淮阳县产业集聚区
根据省委、省政府
提 出 的“ 三 规 合

一”、“四集一转”、产业为基、产城互动
的总体要求，紧紧围绕“工业强县、旅游
带动”主题主线，重点抓了以下几个方
面工作：一是科学调整规划建设，提升
园区功能。县财政每年拿出不低于 500
万元的专项资金支持产业集聚区发展，
持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成立了淮阳
县中小企业投资公司，打造了产业集聚
区投融资平台。二是大力招商引资，提
升产业层次。集聚区已初步形成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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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北京博瑞莱、平康电气为主的智能电
器装备制造产业。多元化、特色化、集
约化的新型产业发展格局初步显现。
三是认真落实项目退出机制，提升综合
竞争力。县产业集聚区班子认真讨论研
究，多渠道征求意见，起草提交了项目

（企业）退出办法，县政府已经行文下发。
记者：经过 5年的发展，淮阳县集聚

区取得了哪些成效？
康宏：经过 5 年的发展，集聚区现已

入驻工业企业 103 家，其中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 65 家。初步形成了塑料制品、装
备制造两大主导产业和纺织服装、农产
品深加工两大辅助产业。先后被评为

“全省先进产业集聚区”、“全省十快产
业集聚区”。2013 年产业集聚区总产值
157 亿元，增加值 53 亿元，固定资产投
资 47 亿元，带动就业 32100 人。

记者：下一步，淮阳集聚区有什么
新的打算？

康宏：2014年，我们将按照省委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厘清工作思路，持续加强
项目建设，着力打造主导产业,壮大产业
规模，提升质量效益，推动产业集聚区又
好又快发展。一是调整产业布局。规划
装备制造产业长廊，沿羲皇大道、工业四
路布局装备制造业达到 5 家，年产值达
20亿元以上。二是科学调整规划。加大
投入，建管并重，扩大园区面积，完善园
区功能，提升服务水平，建设投资 3 亿元
的产业集聚区职工活动中心项目。调整
一区、二区建设规划，打造贯通产业集聚
区的七里河景观带，培育宜居宜业、生态
环保的产业集聚区。三是加强主导产业
培育。加大项目建设力度，全面开工建
设投资 1.1 亿元的福祥门业项目、投资
4.2 亿元的本洋光电项目、投资 1 亿元的
中玻玻璃二期扩建项目。四是积极打造
银企对接平台。为产业集聚区企业提供
资金要素保障，壮大产业集聚区经济规
模，把产业集聚区打造成工业发展的主
平台，招商引资的主阵地，经济发展的主
要增长极。 （本报记者）

记者：请徐主任
介绍一下平桥集聚
区目前的发展概况。

徐金峰：平桥
产 业 集 聚 区 规 划
面 积 12.4 平 方 公
里，主导产业以纺
织 服 装 和 机 械 制
造 为 主 。 截 至 目
前，建成区面积已

达 5.3 平方公里，入驻企业 112 家，其中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45 家。2013 年，平桥
产业集聚区共实现增加值 21.44 亿元，
其中主导产业增加值 9.03 亿元，占全部
增加值的 42.1%；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产
值 103 亿元，同比增长 14.2%；全年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95 亿元。

近年来，平桥产业集聚区保持了持
续快速发展态势，先后获“全省投资者
满意的产业集聚区”、“全省产城一体化
发展示范集聚区”、“全省模范劳动关系

和谐工业园区”、“河南服装（裤业）生产
培育基地”等荣誉称号。

记者：平桥产业集聚区今年被评为
河南省“十快”产业集聚区，平桥发展

“快”在何处？
徐金峰：一是主导产业发展“快”。

今年以来，我们运用“明确一个方向、选
准一个地方、持续一段时间、兴起一个
产业”招商工作法，大力开展针对性招
商活动。先后多次到长三角、珠三角等
地参加纺织服装洽谈、邀请行业协会考
察活动等。组成招商小分队上门，开展

“一对一”对接联系，有效提高了招商的
精准度和成功率。2013 年签约纺织服
装类项目 10 个，总投资达 10 亿元以上。

二是建设项目推进“快”。始终坚持
以项目建设为中心，集中各种要素资源，
扎实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紧紧围绕国
家、省、市、区重点项目，开展项目攻坚活
动，集中全区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资
源促进集聚区项目建设，形成了全区共

建产业集聚区的强大合力。2013 年，平
桥产业集聚区共有 30 个建设项目，投资
亿元以上项目 18个。通过全区的共同努
力，建成投产 23 个，其中，续建项目 17
个，新开工项目 6 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8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31%。

三是配套设施跟进“快”。充分运
用“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模式，投资
20 多亿元，建成道路 12 条 27.4 公里，构
建了“七纵七横”路网体系，实现了与主
城区的互联互通，目前，集聚区内已建
设安置房 700 套、公租房 520 套、超市 2
家、银行网点 3 家，开通了城际公交，启
建集幼儿园、小学、初中为一体的规模
5000 人的一贯制学校,并将启建社区医
院，逐步实现集聚区与城区公共服务设
施的资源共享。

记者：未来你们有什么规划？
徐金峰：2014 年，我们要围绕主导

产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力争招商引
资亿元以上主导产业企业 5 家以上，总
投资 8 亿元以上。同时强化项目建设，
夯实发展平台，优化服务环境，集中要
素资源，着力打造豫东南纺织服装产业
新区，为美丽信阳、幸福平桥建设增色
添彩。 （本报记者）

争做“转型升级”的排头兵
——访南阳新能源集聚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培彦

再造一座“产业新平桥”
——访信阳市平桥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徐金峰

打造产城一体发展典范集聚区
——访淮阳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康宏

记者：请简单
介绍一下集聚区
发展情况。

方纪平：驻马
店装备产业集聚
区成立于 2008 年
6 月 ，是 全 省 180
个集聚区中仅有
的两个以装备产
业命名的产业集

聚区之一。总面积 21 平方公里，主导产
业为装备制造、新能源和农副产品加
工。5 年来，在驻马店市委、市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装备产业集聚区逐步发展壮
大，现建成区面积 15平方公里、入驻项目
89 个，2013 年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150 亿
元、固定资产投资 73 亿元、从业人员 2.7
万人，被授予全省“十先产业集聚区”、

“特色装备制造产业园区”等荣誉称号。
记者：驻马店市装备产业集聚区

2013 年度被省政府评定为“十先”产业
集聚区。你们有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和
做法？

方纪平：在平台建设方面，建立了
资本金 6000 万元的产业集聚区投融资、
1 亿元的驿兴建设发展、1 亿元的振兴投
资担保、5000 万元的土地收储四大平
台，净资产规模 17 亿元，授信额度 22 亿
元。5 年累计融资 16 亿元，建设道路 19
条，收储土地 8000 多亩，帮扶企业 36
家，协调贷款 18 亿元，有效保障了企业
要素需求和集聚区建设发展。

在招大引强方面，深入开展大招商
活动，去年以来开展专题招商 30余次，引
进亿元以上项目 31 个，特别是引进了总
投资 120亿元的红星美凯龙城市综合体、
50亿元的德威电缆等 9个 10亿元以上项
目。目前，落户产业集聚区项目 89个、总
投资 350亿元。年内，还将开工建设宝源
商 E 宝、联顺食品二期等 9 个项目，建成

投产恒丰汽车零部件、鹏辉锂电池等 6个
项目，确保全年固定资产投资 85 亿元以
上，主营业务收入 200亿元以上。

在产业培育方面，按照“延链补链、
拉长链条”的要求，围绕主导产业，大力
实施产业链招商，已经形成了以中集华
骏、大力天骏为骨干的汽车装备制造，
以银泰新能源电动汽车、华顺阳光为骨
干的新能源高新技术，以华润雪花啤
酒、联顺食品为骨干的农副产品加工三
大产业集群。

记者：2014年，集聚区有什么规划？
方纪平：2014 年，我们将以荣获全

省“十先”产业集聚区为契机，围绕打造
国家级装备制造、新能源产业示范基地
这一目标，按照“三上一提高（上规模、
上水平、上层次，提高吸引力、竞争力、
带动力）”的总体要求，突出抓好基础设
施建设、安置社区建设、服务平台建设
和产业链条招商、产业集群发展、产城
互动融合六项重点工作，确保全年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 85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
200 亿元，力争 2016 年固定资产投资突
破 100 亿 元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突 破 350
亿元，尽快进入全省星级产业集聚区
行列。 （本报记者）

产经天地
2014战略合作伙伴

●● ●● ●●

“装备制造”名片越来越亮
——访驻马店市装备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方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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