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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欲善其终，必先固其始”。
当年，汉光武帝刘秀的一句赠言催
生了江淮之间古蓼国里一个美丽
的地名——固始。

2000 年过去了，固始已成为河
南第一人口大县、农业大县、劳务
大县、中国书法之乡、国家级生态
示范区，河南省加快发展区域性中
心城市，2011 年，被列为“省直管县
体制改革”试点，2014 年起，全面实
行由省直接管理的体制。

借此东风，173 万固始人民快
马加鞭，意气风发，古蓼国里风生
水起，生机昂然……

生态经济筑牢农业根基

固始地处淮河之滨，大别山北
麓，山清水秀，具有发展生态经济
的最佳环境。固始县县长王治学
说：“坚持‘生态立县’、‘绿色兴县’
理念，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
推进美丽固始建设，着力发展生态
产业，构建环保型的生态经济体
系，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

眼下，大棚葡萄的采摘季节已
过，固始县南方种植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曾金刚带领社员们正忙着到
附近村庄收购鸡粪猪粪和水稻秸
秆，准备发酵后为葡萄施肥。他告
诉记者，2011 年，他就注册了“豫添
缘”葡萄酒商标，开始尝试葡萄产
业的深加工。目前，南方种植专业
合作社已有社员 20 多户，户均年收
入达 10 万元左右。

与曾金刚葡萄园一田之隔的
是该县留美生物学博士叶长明返
乡创立的万德兰博士生态园。博
士园除了种植有蓝莓、葡萄和大樱
桃外，还引种了健康蔬菜秋葵。叶
长明说他的长期目标是做成全国
一流的农业生态园。

投资 30 亿元的华阳基业绿色
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引进全球最新
生物能源与化工成套技术，利用大
别山区丰富的桐籽、蓖麻及水稻秸
秆等资源，生产高级润滑油、生物丁
醇及高附加值精细化工产品等，全
部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100亿元。

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豫
申粮油，投资 1.6 亿元，建设 30 万吨
有机大米食品深加工生产线，实现了
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战略。

手捧“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国家现代
农业示范区”、“绿色农业示范区”、

“全国绿色农业建设示范县”五块
金字招牌的固始县，近年来先后培
育发展了一大批科技含量高、生产
规模大、市场前景好的环保工业。

据统计，目前该县粮食、畜禽、
油料、蔬菜、水产、茶叶、柳条、紫云
英等 10 个产业 20 多个品种实现了
产业化配套，拥有涉农企业 432 家，
年产值 40 多亿元，其中国家级龙头
企业 2 家，省级龙头企业 12 家，47
家企业通过 ISO9000 系列国际质量
认证。固始鸡、固始笨鸡蛋获得国
家级绿色食品 A 级认证和原产地
地理标识。“泉河皇宴”牌甲鱼现已
被国家农业部授予“中国名牌”产
品和“中国八大名鳖”称号。以三
河尖为中心的柳编产业年生产能
力达 1 亿套（件），年产值 9.3 亿元。
以西九华山、华阳湖和安山森林公
园为代表的生态旅游风景区全年
共累计接待游客 280 多万人次，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 8 亿元。

“科技芯”助力工业提速

9 月 14 日，位于固始县产业集
聚区的居一机械有限公司新购置
的 20 多台数控机床安装调试完毕，
这批机械设备的运行，将使公司年
产值再增加 2000 多万元。

居一机械是固始县郭陆滩镇外
出创业成功人士杨恒国返乡投资建
立的。自主创新品牌——SUS304
不锈钢水龙头阀芯，因其“零含铅”
而备受市场青睐，获得了从外观设
计到实用新型再到发明五项国家专
利，填补了河南省此项生产技术的
空白，每天生产近 2 万套仍供不应
求，产品远销东南亚、欧美诸国。

像这样的高科技产品，在固始
县产业集聚区触手可及。捷盛达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风力发电、
高铁、通讯和工程机械产品，与国
内外同行业相比，技术水平先进、
发展潜力巨大，生产出来的每个产
品误差都不会超过 0.1 毫米，填补
了我国中西部地区精密机械加工
的空白。

2012 年入驻县产业集聚区的
科强电器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中
高档开关插座与照明电器研发、生
产和经营的节能减排企业。公司
旗下自主品牌“一拓”电工及上百
个系列产品工艺精湛、性能稳定、
高效安全，荣获“中国著名品牌”、

“河南省著名商标”、“消费者信得

过产品”、“政府指定采购产品”等
荣誉称号。

固始县委书记曲尚英坦言：“工
业不发展，就形不成产业支撑，就没
有就业岗位，农民进城就转移不进
来，对于固始这样的传统农业大县，
工业是门槛、是短板，更是希望。”

补强“短板”，关键靠产业集
聚。近年来，固始持续打响“招商
引资攻坚战”，实施“工业强县”战
略，把对外开放、招商引资作为加
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和突
破口，紧紧抓住产业和资金转移的
历史机遇，以县城和史河湾两个省
级产业集聚区为平台,以装备制造、
食品加工和竹木加工为主导产业，
强力实施对外开放，不断加快招商
引资步伐，壮大县域经济。 2013
年，两个产业集聚区累计完成投资
24.6 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98.9
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县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完成 24.14 亿元，增速
达 14.8%，增速排名全省十个直管
县第一位。

根亲文化增强县域经
济硬实力

9 月 15 日，固始又迎来了一批
来自江苏的客人。在郭陆滩镇青
峰村施氏先祖陵园，由江苏常州武
进区施琅研究会会长施建华带队
的寻亲考察团一行十多人焚香祭

拜，追颂先祖功德，表达敬仰之情。
“这样的场景在固始几乎月月

都会见到。”固始县根亲文化研究
会会长陈学文说。自上世纪 80 年
代以来，他就一直积极研究根亲文
化，他早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接待
类似的根亲考察团了。据统计，自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先后已有闽、
粤、台等省和东南亚及欧美十多个
国家 70 多个姓氏近 10 万人次，不
远千里万里前来固始寻根谒祖，固
始也由此形成了全国特有的“台湾
访祖到福建，漳江思源溯固始”的
根文化现象。

固始素有“中原侨乡”之称，历
史上有四次大规模移民南迁，数万
名固始籍乡兵移民南下闽、粤定
居、繁衍，其后裔渐次播迁至我国
台港澳和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
沿海和欧美国家和地区。

以根亲文化对接中原文化，固
始将根亲文化与城市建设、产业发
展、旅游开发、招商引资等工作相
结合发展，广泛开展与闽台地区的
文化经贸联谊，2008 年 10 月至今，
固始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届“固始与
闽台关系研讨会”和五届“唐人故
里·闽台祖地”中原（固始）根亲文
化节，创造了“一县办国事”的奇
迹，极大地叫响了“唐人故里·闽台
祖地”品牌，提升了固始在海内外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使越来越多的
台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认同自己
的祖根地在河南“光州固始”，在国

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2010 年起，“固始与闽台渊源

关系研讨会暨中原（固始）根亲文
化节”连续五年被国台办列为重点
对台交流项目。2012 年 3 月 24 日，
在“首届全球根亲（客家）文化盛事
颁奖大典”上，固始荣获“全球华人
最向往的十大根亲文化圣地”，同
年 6 月 17 日，在第四届海峡论坛
上，国台办命名固始根亲博物馆为

“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众多南迁先民的后裔们怀着对

祖根地的深情与向往，纷纷组团到固
始寻根问祖，先后有闽、粤、台、港、澳
等15个省区和东南亚及欧美等地13
个国家 50多个姓氏宗亲，回到“光州
固始”缅怀先贤、投资兴业。据统计，
五年来，通过根亲文化这一载体，该
县共签约项目 89 个，合同资金近
141.6亿元。根亲文化正在成为固始
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我们就是要让根亲文化这把
‘金钥匙’把固始的大门打得更开，
不仅使天下的固始后人回家，同时
也促使更多的人了解固始、认知固
始，参与固始的发展。”固始县委书
记曲尚英告诉记者，固始正在探索
和借鉴成功的文化产业开发运作
模式，把根亲文化作为县域经济发
展的催化剂、推进器，逐步拉长、延
伸、拓宽根亲文化产业链条，以建
设根亲文化的软实力，增强县域经
济发展的硬实力。

（摄影：夏义）

生态固始东风劲生态固始东风劲 古蓼国里尽朝晖古蓼国里尽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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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始县产业集聚区位于固始县城西北部，规划面积为19.1平方
公里,建成区面积5平方公里，主导产业为装备制造和食品加工。近
年来，固始县产业集聚区始终把“亲商、安商、惠商、富商”作为谋求
双赢的工作理念，全力打造政务环境高地、资金流入洼地、商家兴业
福地、全民创业基地。目前，已形成以捷盛达、斯吉利、居一机械、科
强电器为龙头的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和以三高食品、双板桥酒业、绿
源植物油等为龙头的食品加工产业集群，随着华阳长青生物质、明
源热电联产项目的落地，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型产业也蓄势待发。

2013年完成投资 62.08亿元，其中基础设施投资 15亿元，工业
项目投资 45 亿元，亿元以上投资 44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60 亿元，
税收 9722 万元，其中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58 亿元。今年
上半年，完成投资 27.3 亿元，其中基础设施投资 6.2 亿元，实现营
业收入 29.2亿元，税收 5632万元，累计入驻企业 86家，全部从业人
员 34500人，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43家，从业人员 13457人。

史河湾产业集聚区位于固始县东南部，地处中原经济区、皖
江城市带和武汉经济圈三角围合区，是豫东南面向华东的“桥头
堡”和县域经济副中心，是固始县重点扶持、加快发展的政策洼地
和经济高地。产业集聚区成立于 2008年，是全省唯一一家依托乡
镇工业基础发展的产业集聚区，也是省政府赋予县级经济社会管
理权限的改革试点前沿。集聚区总规划面积 4.4平方公里，目前，
已形成了以御喜地板、鑫林木业实木地板、吴氏实木家具、管铎木
业优质建筑模板等企业为龙头的竹木家居制造产业集群。

集聚区紧靠 105 国道，宁西铁路、沪陕高速和 339 省道横跨东
西，312 国道纵贯南北。沪陕高速出口离集聚区仅 2 公里，距合肥
新桥国际机场 120 公里，是典型的省际“沿边”地区。是豫东南承
接产业转移的最前沿。

截至 2014年 8月底，集聚区建成区面积从 0.4平方公里拓展到
3.8平方公里，累计入驻企业 52家，共完成固定资产 32.2亿元，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29家，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36.89亿元。

■ 固始县产业集聚区简介

■ 史河湾产业集聚区概况

联系单位及联系人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内容

该项目位于固始县产业集聚区，规划面积 5 平方公里，已建成三纵三横路网，配套设施完善，土地储备充足。固始是全国农业大
县，年粮食总产量 24 亿斤，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为食品深加工产业提供充足的资源保障；拟引进旺旺食品、康师傅控股、统一食
品、徐福记、达利集团、盼盼食品等知名食品集团入驻食品工业园，双方以其各自的资源、技术、品牌和市场优势，互利互惠

1 台商食品工业园

健康产业园项目主要包括健康食品加工区、医药产品加工区、保健品加工区、医疗器械加工区；养老公寓、康复疗养中心及配套设
施。是集产品研发、生产制造、物流、营销、教育与培训、旅游与研讨、康复、养生保健、健康管理为一体，产学研紧密结合，可实现生产
及物流分拨自动化、仓储立体化、运营现代化、管理人性化、发展环保化的多功能产业园区

2 健康产业园

在 204 省道西、312 国道南，西临固淮高速公路固始出口规划建设一个占地约 3000 亩，集运输配送、现代仓储、货物分拨、多式联
运、包装加工、物流信息、集装箱业务、展览展销为一体的综合性现代物流园区，按功能分区、建设、招商，逐步打造完善固始县的物流
系统。降低物流成本，提高产品市场竞争能力，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促进固始县经济发展

3 综合现代物流园

位于固始县产业集聚区，县城西北部，总规划面积 19.1 平方公里，临近沪陕高速、固淮高速、312 国道、204 省道，区位优势明显，对
外交通便捷，已建成三纵三横路网，配套设施完善，土地储备充足，拟规划建设 6 平方公里机械制造工业园

4 装备制造产业园

园区总规划面积 4.4平方公里，园区按功能划分为“四个基地、五个中心、一个市场”，即低碳家具生产基地、创业孵化基地、家具产业
创意研发基地、企业总部基地；产品展销中心、商业服务配套中心、废水废料处理中心、原辅材料交易中心、人力资源培训中心；多功能的专
业物流市场。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20亿元，利税 2亿元，可解决 3万人就业。园区建成后将成为高标准、现代化的低碳产业园和
中国家具产业新的聚集地，形成家具和聚集材料研发、生产、销售，物流，工业旅游，配套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新型家具产业园和产业新城

5 竹木家居产业园

该项目位于 204 省道固始县城与沪陕高速沿线，基地总面积 42500 亩，拟建立万亩畜禽生态养殖示范基地、4000 亩精品蔬菜种植
示范基地、6000 亩苗木花卉生产示范基地、5000 亩优质果品生产示范基地、7 个农产品加工储藏基地

现代生态农业
示范长廊

6
占地 150 亩，园内设有微型蒸气机车、木马散步、小赛车、小汽车、大型的动物玩具、碰碰车、充气动物玩具等，为儿童和青少年提

供安全、愉快的游乐场所；建设人工沙滩、游泳场和沙滩排球场，开设水上体育娱乐区，在水上布置先进体育运动设备，建一所现代化
水上体育运动场

7 城市主题游乐园

该项目占地面积 1200 亩，位于胡族铺镇，毗邻 312 线，交通便利。建设稻谷烘干线、调和米生产线、米线生产线及米糠油加工生产
线，年产值 8 亿元，年利润 8000 万元。

8 粮油加工产业园

固始县招商局
许家忠

0376-4999100
13603973448

■ 第六届中原（固始）根亲文化节重点推介项目

根亲文化节根亲文化节

固始县产业集聚区一景固始县产业集聚区一景

九华山庄九华山庄

城区秀水公园城区秀水公园

固始县县长王治学固始县县长王治学（（中中））参观两岸三地书画展布展参观两岸三地书画展布展

固始县委书记曲尚英固始县委书记曲尚英（（中中））深入田间地头检查指导农业生产深入田间地头检查指导农业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