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孕育华夏文明的黄河之畔，
在中原经济区的核心之地，一颗璀
璨的明珠正在异彩升腾，这就是被
誉为“豫东明珠”的尉氏县。在这
1307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95 万尉氏
人民正续写着历史、创造着辉煌、开
拓着未来。

人文厚重

尉氏，自秦始皇三年置县，距今
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境内文物古迹
众多，现存有三国时期阮籍啸台、北
宋兴国寺塔、清末刘青霞故居等多处
国家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人文荟萃，名人辈出。战
国军事家尉缭、东汉文学家蔡邕、

“竹林七贤”的阮籍，并称“尉氏三
贤”；“建安七子”的阮瑀、“竹林七
贤”的阮咸，以诗文、音律彪炳史册；
辛亥女杰刘青霞，素有“南秋瑾，北
青霞”之称；表演艺术家唐喜成、牛
得草享誉中原，“梅花大王”王成喜
蜚声中外……

巍巍宋塔，见证千年沧桑；汤汤贾
鲁，叙说时光变迁。古老的尉氏大地，
如今正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与中
原经济区战鼓同擂、与航空港经济综
合试验区同频共振，朝着美丽幸福、人
本德治的美好愿景阔步前进。

资源丰饶

尉氏常年生产粮食10亿斤以上，
蔬菜80万吨，油料10万吨，拥有全国
最大的蛋鸭养殖基地，是全国粮食核
心产区，油料百强县，生猪调出大县和
全省肉牛与家禽养殖大县。

尉氏拥有适龄劳动力 55 万人，
每年为企业培育各类人才 6 万名，

“尉氏车工”、“尉氏钳工”在全国享
有盛名。

尉氏是全国林业百佳县、绿化
模范县和生态示范县，拥有活立木
蓄积量 170 万立方米，全县林木葱
茏、天蓝水碧，宛如一个生机盎然、
恬静优雅的“天然氧吧”。

优势迭起

尉氏地处郑州、开封、许昌三地
交界，素有“金三角”之称。如今，随
着中原经济区、航空港综合实验区
的建设和郑汴一体化的加速推进，
尉氏的区位更加优越、交通更加便
捷、优势更加凸显。

四条省道交会县城，日南高速
穿境而过，随着商登高速、机西高
速、新国道 107、国道纵五的建成通
车，15 分钟可达新郑机场，30 分钟
可达郑州市区；尉氏西部有 65 平方
公里纳入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可以预见，未来的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将被打造成一座
令人艳羡的航空都市、一座全球化
的航空港区，也必将为尉氏县未来
的发展带来全新机遇。

为了赢得先机、赢得主动、赢得
未来，尉氏县确定了“西融北接、产

城互动”发展之路，就是要向西融入
航空港区、向北连接郑汴新区，重点
培育纺织服装、农副产品加工等传
统产业，着力发展富士康配套及现
代电子、航空物流等新兴产业，全力
打造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先行区、郑
汴都市圈的重要功能区、郑州航空
港区的生态服务区。

锦绣华章

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尉氏
县坚持三化协调、统筹城乡，强力推
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新型
农业现代化，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
调发展，先后荣获全国计划生育优
质服务先进县、科技工作先进县、科
普示范县、村民自治模范县、体育和
卫生保健先进县等称号，是河南省
民营经济先进县、基层组织建设和
平安建设先进县。今天的尉氏，正
在奏响一阙阙富足和谐、开明包容
的时代华章！

在探索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尉
氏县坚持“西融北接、产城互动”的
总体思路，统筹谋划产业与城市、生
产与生活、环境与环保，强力推进小
城镇综合整治提升工程和美丽乡村
建设，促进了城乡协调发展。以加
快公路交通对接为先导，大力推进
县城与郑汴新区、航空港综合实验
区的融合互动；以商贸综合体、城市
综合体、贾鲁河生态示范区等工程
为重点，着力完善基础、提升功能，
商贸金融、仓储物流、文化教育等第
三产业迅速发展，现代城市功能日
趋完善。

在加快新型工业化道路上，尉
氏县以产业集聚区、新尉工业园区、
尉北食品专业园区建设为平台，以
项目建设为支撑，积极培育支柱产

业，建成了全省十优产业集聚区和
全国农副产品加工示范基地；形成
了纺织服装、农副产品加工、皮革制
品、金属机械、富士康配套及现代电
子等支柱产业；以福甬为龙头，多家
高档服装产业相继跟进，形成了纺
纱、织布、印染、制衣一条龙的完整
产业链条；以雏鹰农牧、中原皓月为
龙头肉类加工行业形成了从饲养、
屠宰到熟食加工、物流配送的完整
产业链条；100 多家高档家具企业
的抱团发展，形成了中原地区最大
的家具生产基地；皮革产业实现了
从初加工到皮具高端产品的转型升
级；20 多家富士康配套企业相继入
驻，现代电子产业异军突起，形成了
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交相辉映的良
好局面。

在发展农业现代化道路上，尉氏
县依托丰富的农业资源，内联外引，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走产业化经
营之路，一大批畜禽加工、林木加工、
粮油加工行业的农业产业化企业迅
速发展壮大，为这片古老的平原农区
注入了现代化的血液……

阔步开放

黄河奔流，大地飞歌。伴着改革
开放的铿锵脚步，尉氏县大力实施开
放带动战略，以大开放推动大招商，
以大招商促进大发展，制定完善了税
费征收、土地厂房、人才引进、项目服
务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服务措施，打
造了优越、高效、诚信、安全的投资环
境，连续两届被评为“外商眼中的河
南最佳投资城市”。

尉氏，这颗豫东平原上的璀璨
明珠，这片商机无限的投资热土，正
在以崭新的姿态欢迎海内外客商的
到来……

●纺织服装产业
1.尉氏县产业聚集区新型纺纱项目
该项目建设规模 80 万锭，主要产品有：色纺纱、AB 纱、天

丝、蒙代尔，纯棉高档色织面料纱、化纤混纺高档面料纱等新型
纱线。预计总投资 26 亿元，年产高档棉纱 10 万吨，实现销售收
入 45 亿元，利税 3.8 亿元。

2.尉氏县产业聚集区服装批发综合城项目
该项目占地 50 亩，总投资 2.5 亿元，建设服装仓储 12000 平

方米，服装展示中心 16000 平方米，停车场 3000 平方米，办公信
息平台 1500 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年交易额可达 10 亿元，利税
9000 万元。

3.高档儿童服装生产线项目
项目占地 70 亩，总投资 2 亿元，建筑面积 8000 平方米，建设

一条年产 2000 万件高档儿童服装生产线，年新增销售收入 3.3
亿元，利税 3700 万元。

4.尉氏县产业集聚区纺织科技园项目
项目占地 120 亩，总投资 3.5 亿元，建筑面积 30000 平方米，

年产涤纱 10000 吨，织布 1.5 亿米，内衣、裤子、袜子等服饰 12000
万件，年新增销售收入 6.9 亿元,利税 7200 万元。

●板材家具制造产业
1.年产10万立方米环保中高密度纤维板生产项目
该项目占地 150 亩，总投资 16 亿元。一期占地 100 亩，投资

10 亿元；二期占地 50 亩，投资 6 亿元，一期建筑面积 4.15 万平方
米。项目建成后，年产 10 万立方米环保中高密度纤维板，可实
现产值 34亿元，利税 4亿元。

2.高档实木地板生产项目
项目占地 90 亩，总投资 2.5 亿元，建筑面积 30000 平方米，年

产高档实木地板 20 万立方米。项目建成后，年实现销售收入 4.8
亿元，利税 5000 万元，可安排就业人员 1500 人。

3.古典家具项目
该项目占地 110 亩，总投资 3.2 亿元，建筑面积 30000 平方

米，年产高档古典家具 10 万套。项目建成后，年实现销售收入
5.8 亿元，利税 6000 万元，可安排就业人员 1000 人。

●高新技术产业
1.中国中部电子商务港项目
项目规划占地 7000 亩，总投资 200 亿元，建筑面积 750 万平

方米，主要由企业研发和总部办公区、电子商务数据和人才培训
中心、临空高端产业生产制造区、电子商务体验和交易区、物流
配送中心、综合配套商住服务区 6 个功能区组成，分三期开发建
设。项目建成后，可入驻各类企业 1000—1500 家（其中高科技
企业 350 家），年产值可达 800 亿元，实现税收 30 亿元，带动就业
5 万人以上。

2.郑大科技园项目
项目计划分两期建设，共占地约 2980 亩，总投资 15 亿元。

园区由研发中心、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商务服务平台、大学生创
业园、小企业孵化园、电子商务园、商务办公区、生活配套区、新
材料产业园、物流园、生物医药产业园、新能源产业园、光机电产
业园、物联网产业园共 14 个功能区组成。建成后，可入驻企业
近百家，实现产值 20 亿元，利税 1.8 亿元。

3.年产100万台远红外电子科技产品项目
项目占地 150 亩，总投资 5.2 亿元，建筑面积 83600 平方米。

项目投产后，年产 100万台远红外电子科技产品，年销售收入 8亿
元，利税 1.2亿元，产品除销往本国外还销往美欧及东南亚等国。

4.汽车电子产业基地项目
该项目占地 150 亩，总投资 5.5 亿元，购置国内外先进的生

产和检测设备,年产 300 万套汽车仪表、车载视听娱乐系统、车用
导航、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等设备。项目建成后，预计年销售收入
16.5 亿元，利税 1.3 亿元。

尉氏县重点产业推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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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氏，阔步走在郑州航空港综合实验区大道上
——豫东绿色明珠尉氏扫描

本报记者 童浩麟 本报通讯员 葛哲

省委书记郭庚茂调研尉氏县产业集聚区

省长谢伏瞻到尉氏县产业集聚区调研

尉氏县委书记任洪河到基层调研

尉氏县县长韩治群到基层调研

尉氏县是我省纺织工业基地县，拥有 120万锭纺织规模 尉氏县手扶拖拉机占全国总销售量三分之一 雏鹰农牧集团在尉氏县已形成饲养—屠宰—销售产业链条 尉氏县福甬纺织工业城裁剪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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