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睢县睢县““北湖北湖””就面积而言就面积而言，，比北京的昆明湖大比北京的昆明湖大 10001000亩亩，，是南京莫愁湖的是南京莫愁湖的 33倍倍,,水域面积在全国四大名湖中位水域面积在全国四大名湖中位
居第三居第三，，20042004年年，，睢县经国家工商总局批准睢县经国家工商总局批准，，获得获得““中原水城中原水城””商标商标，，享受国家法律保护享受国家法律保护

HENAN DAILY 专 版2014年 8月 6日 星期三10

对接航空港 搭乘新丝路

睢县：制鞋、电子两大产业上演““聚变聚变””进行时
本报记者 李保平 本报通讯员 曹凌云

●● ●● ●●

7 月 25 日，睢县产业集聚区内，
富士康金振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又
一批 iPhone6 手机配件整车待发，即
将抵达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完成整机
装配。董事长辛金波告诉记者：由我
们提供配件的苹果手机整机，用不了
一天的时间即可通过郑州航空港抵
达欧洲市场。

从郑州航空港出发一个多小时
的车程，就到了历史文化名城睢县，
洁净宽阔的世纪大道两旁，苍劲的
迎客松、鲜红的月季花、别样的绿化
造型，无不透露出水城的宁静与婉
约。

昔日秦皇梦凤之地，历史悠久底
蕴丰厚。发展巨轮滚滚向前，见证今
日沧海巨变。睢县立足“中原水城、
生态睢县”一个定位，抢抓郑州航空
港、“新丝绸之路”——欧亚大陆桥发
展机遇，从无到有，强力打造“制鞋制
衣、电子信息”两张名片。

2012 年 7 月时任河南省省长郭
庚茂赴睢县调研。时隔一年多，今年
4 月 22 日，省委书记郭庚茂再次到睢
县产业集聚区调研，看到这里争先恐
后、生机勃勃的建设生产景象，他说，
看了睢县产业发展后，感到很震撼，
势头迅猛，经验可鉴，睢县大有希望。

语重心长、简洁肯定的话语，既
是省委、省政府对睢县的关心关注，
也充分体现了睢县发生的变化，这声
音更加坚定睢县人成就“睢州梦”的
坚定信念。

建设产业集聚区，是省委、省政府
2008年末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睢县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
决策精神，抢抓产业转移的黄金机遇
砥砺奋进，规划建设了 19.69平方公里
的集聚区，目前入驻工业企业 129家，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49家、上市企
业 6 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3 家，就业
人员达到 4万多人，电子信息、制鞋制
衣产业两大主导产业初步形成。2013
年产业集聚区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00.2 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50 亿
元，年创利税 10.6 亿元。产业集聚区
已成为睢县工业发展的“第一载体”、
转移就业的主渠道、驱动睢县经济增
长的“最强引擎”。

两大主导产业比翼双飞
七月酷暑，赤日炎炎。位于睢县

产业集聚区的河南华莹鞋业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内，仍是一片繁忙的生产
景象。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家投资 3.5
亿元，占地约 200 亩的现代化企业，
短短几年时间，已经建成了办公区、
生产区、职工宿舍楼等数万平方米的
建筑，一派现代气息。

“我们的产品现在有上百种款
式，通过郑州‘新丝绸之路’——欧亚
大陆桥几乎全部出口欧洲市场，全部
按照订单生产，就在前几日，刚刚为
阿富汗军方发送 10 万双军警鞋。”来
自福建晋江的华莹鞋业公司董事长
郭世军说。

在承接东部沿海制鞋产业转移
方面，华莹鞋业只是睢县产业集聚区
制鞋产业的一个缩影，在集聚区长
10 公里、双向八车道的世纪大道一
边，规划建设有安踏嘉鸿鞋业、香港
豪烽鞋业、浙江腾飞鞋业、福建华莹
鞋业、广东王尊鞋业、晋江宝鑫鞋业、
温岭腾润鞋业等制鞋企业 30 余家。

“真是一年一个变化，去年还为
原材料长途运输成本高而发愁，今年
不出园区，全都搞定。与鞋业联系非
常紧密的从事 EVADE 生产的至和鞋
材、华兴鞋材，生产制鞋专用无纺布
等面料的春和布业，甚至生产制鞋胶
水、电绣、刀锯等制鞋所用的原材料
企业都纷纷入驻园区。”嘉鸿鞋业公
司董事长张荣梧说。

随着“中原鞋都”越来越得到社
会各界关注，今年 1 至 5 月，又有投资
6 亿元的河南嘉晋鞋业、7 亿元的温
岭腾润鞋业、10 亿元的晋江源龙鞋
业等 9 家总投资 40 亿元的鞋业项目
相继在睢县产业集聚区开工建设，制
鞋产业集群正在展现强劲的竞争力。

在睢县产业集聚区，不单有种类
丰富的鞋类产品，而且“高、大、上的
苹果手机精密配件”，同样也产自睢
县产业集聚区。

走进富士康科技集团睢县产业
园内，好像进入了大学校园，到处是
生机勃勃的清一色年轻员工，“我们
产业园苹果手机外壳每天产能达到
30 万 套 ，以 保 证 苹 果 公 司 全 球 供
应。”商丘金振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杨丰畅说。

记者在占地 1平方公里的富士康
科技集团睢县产业园内看到，15 栋错
落有致的厂房总面积达 10万平方米，
气势恢弘，据杨丰畅介绍，目前产业
园内安排就业 8000人，投入使用的国
际最新型号的 CNC 机加工注塑成型
4267 台，8 月份 CNC 机台装机容量将
达到 5000台。届时，睢县将成为除富
士康郑州厂区外河南最大的苹果手
机配件生产基地。据记者了解，为进
一步做强做大，实现产品客户多元
化，该公司已新开辟三星、小米等多
家知名品牌手机配件市场。1 月至 6
月，企业已实现产值 9亿元。

睢县县委书记吉建军说：“当前，
新的商业模式创新不断涌现，使后起
者抢占新的制高点成为可能，睢县利
用产业集聚区为载体，乘势而上，在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上取得突破，富士
康科技集团睢县产业园投资 60 亿元
引进的全球一流装备的 CNC 机，不

但极大提升了睢县产业集聚区的电
子信息精密部件加工水平，而且以此
为基础，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

今年 4 月 22 日，省委书记郭庚茂
再次走进富士康科技集团睢县产业
园调研，连连感叹：“这个项目真的是
做大了！”

睢县抢抓西临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机遇，发展电子产品配套
加工业。富士康这个“巨无霸”，就像
一个磁场，吸引相关电子产业企业纷
纷来睢县发展，河南顿汉集团格力配
套科技园、福泰电子科技、上海西默
通讯技术有限公司、韩国岱隆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等 10 余家电子信息项目
相继入驻。不到 3 年时间，睢县产业
集聚区实现了主导产业从无到有、规
模由小到大的重要转变。据统计，
2013 年产业集聚区固定资产投资超
过 100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150
亿元，从业人员达到 4.6 万人，分别是
2010 年的 2.5 倍、2.3 倍和 4.4 倍。

完善配套打造一流环境
睢县县长吴海燕说：“无工不富，无

商不活，集聚区建设为睢县夯实了产业
基础，同时倒逼出睢县进行‘跨越式’的
生态设施建设，目前，水域面积阔达万
亩的睢县北湖及其五个‘卫星湖’，水水
相连，湖湖相通,生态环境优美宜居，随
着广大客商的口碑相传，睢县名声越来
越大，中原水城声名鹊起。”

2009 年贯穿集聚区的只有 1 条
民太路。如今，“五纵五横”的道路交
通网格已和老城区全部实现互联互
通；世纪大道、振兴路、中央大街、湖
东路、湖西路等和县城对接的多条主
干道使集聚区和老城区浑然一体，还
建成了日处理能力 10 万吨的垃圾中
转站、日供水能力 2000 吨的自来水
厂、日处理 2 万吨的污水处理厂、110
千伏变电站等基础设施；建成了标准
化厂房 200 余万平方米；建设了南苑
社区、北苑社区、东苑社区、西苑社区
等配套附属设施，初步实现了“七通
一平”，企业入驻即可实现资源共享。

今年以来，产业集聚区采取财政
投资、吸纳社会资金等多种投资模

式，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完
善了集聚区道路、供排水管网、绿化、
亮化、通信、电、气等基础设施和配套
服务设施。1-6 月份，新修建道路 10
千米，栽植迎客松、桂花树等高档绿化
苗木 1432 株，完善绿化项目 4 万平方
米，铺设供排水管网 10.6千米，架设改
造高低压线路 5.2 千米，有线光缆 3.6
千米，建设标准化厂房 11 万平方米。
有序推进南苑、北苑、东苑、西苑四个
安置区的续建工程，以及社区医院、学
校等相关配套项目建设。实施规划区
域内强弱电走向规划，推进强弱电改
造，规范所有线路通道设置。加快邮
政物流仓储中心、集聚区综合服务中
心、腾飞鞋业产业园等配套服务设施
建设步伐，引进和建设制鞋、电子信息
研发中心，进一步提升集聚区承载能
力和综合服务功能。

完善的基础设施，优美的人居环
境，获得了广大投资商的好评。睢县
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周继
强说：“不要说是隔几年不来睢县感
觉变化大，就连我们天天生活在此的
老百姓，也天天感叹睢县翻天覆地的
变化，那真是日新月异!”

短短两年时间，来自福建的华莹
鞋业公司董事长郭世军也由刚开始
的不习惯，而惭惭的爱上这片热土，

“现在，来自福建的鞋厂老乡有十几
家，亲戚朋友都在睢县，不是故乡，胜
似家乡。”他说。

产城共融实现创新跨越
波涛浩淼的北湖周围，点缀着襄

陵、宋襄公望母台、甘菊泉、苏轼留墨
处、汤斌读书处等名胜古迹，跨越时
空，诉说着睢县悠久的历史；繁忙的
湖滨路上，一派古色古香的建筑正在
有序装修，响应县委、县政府打造生
态睢县的号召，全县人民正在努力建
设宜居宜业的“中原水城”。

“宜居宜业，产城融合”的发展模
式正在睢县一步步变成现实。家住
睢县平岗乡的张蓓，是豪烽鞋业的一
名熟练工人，现在每月工资可以拿到
3500 元以上。作为很早就出来闯世
界的年轻一代，已经适应了城市生
活，她说自己准备在县城买房、安家。

依靠集聚区的建设，睢县城市建
设发生历史性嬗变，县城东部的商贸
物流区、西部的文化旅游区、中部的
商务中心区、南部的老城商住区、北
部的产业集聚区“一城五区”新格局
正在由规划变成现实。

睢县协调推进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既搞好以工业为主的产业集聚
区，又积极发展服务业为主的商务中
心区，实现二三产业的良性互动。按
照“产业集群+专业市场”的发展模
式，在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中原鞋博
城、中原数码港和客货运物流中心，
为制鞋产业和电子产业发展拉长链
条，拓宽空间。

为创造宜居宜业的环境，睢县在
产业集聚区内配套建设了医院、幼儿
园、中小学校和东苑、西苑、南苑、北
苑四个社区，社区可以容纳近十万人
居住，不但可以满足拆迁居民和失地
农民的住房要求，还可以满足不同年
龄、不同层次产业工人的住房需求，
实现他们“在集聚区打工、在城市安
家”的梦想。

在抓好产业集聚区建设的同时，
睢县先后成功创建了省级卫生城、省
级园林城，目前正在全力创建国家园
林城和国家 AAAA 级北湖风景区。

城市建设与产业经济同步发展，
文化底蕴与发展潜力同步积聚。以
产兴城、依城促产、产城和谐、产城互
动，睢县，正在以挥洒自如的笔触描
绘着产城融合发展的宏伟画卷。

打造“中原鞋都”、“中原电子信
息产业基地”的梦想正在快速变为现
实。睢县正以 19.69 平方公里的产业
集聚区建设规划为基础，真抓实干、
务求实效，咬定青山不放松，力争用
10 年时间建成中原地区最大的制鞋
产业基地和电子信息产业基地。目
前，睢县已与国内外各大制鞋研究机
构和电子信息研发中心建立了战略
伙伴关系……

长风破浪会有时，敢立潮头唱大
风。勤劳智慧的 86万睢县人民，依靠
集聚区建设打下的坚实基础，两大产
业齐驱并进，生态建设锦上添花，未来
的睢县，将会有更加值得期待的明天。

设施一流的睢县产业集聚区医院

睢县县委书记吉建军（左一）、县长吴海燕（右二）
陪同省领导在集聚区企业调研

富士康金振源电子手机配件生产线

数十家知名鞋业品牌入驻睢县产业集聚区

豪烽鞋业工人正在紧张组织生产

配套完善的睢县产业集聚区社区服务中心

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掀起产业集聚区转型升级新高潮

睢县产业集聚区标准化厂房

省委书记郭庚茂到睢县产业集聚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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