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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忙的电动车生产线 国内一流企业纷纷入驻偃师产业集聚区，图为入驻品牌 三轮摩托车装配流水线三轮摩托车成品车间

全国三轮摩托车制造业的“产业高地”
——偃师产业集聚区五年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李保平 本报通讯员 姬军鹏

2009年 8月，偃师市产业集聚区依托岳滩
镇三轮摩托车产业基础成立，2012年 5月规划
调整后面积为 11.9平方公里。5年来，偃师三
轮摩托车产业加快“链条式发展”，集聚效应逐
步放大，整个行业呈现“井喷式”发展，焕发出
勃勃生机，在全国形成较大影响。

2013 年，全市三轮摩托车年整车产量超
过 100万辆，营业收入 226.8亿元，在 2013年度
全省 180家产业集聚区考核排名中，绝对量位
次排名第 33位、发展位次排名第 30位，考核晋
级为一星级产业集聚区，较 2012 年的综合排
名 72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近年来，偃师产业集聚区先后实施三轮摩
托车整车及配件项目 41 个，总投资 113.2 亿
元。新增三轮摩托车整车生产能力约 100 万
辆，新增电动车生产能力约 50万辆，偃师产业
集聚区三轮摩托车整车产能占据全国市场份
额的三分之一，成为全国最大的三轮摩托车生
产基地。

集聚区名片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右三）在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
陈雪枫（右一）陪同下到偃师调研

偃师市委书记宋义林（左二）和外商亲切交谈

近年来，三轮摩托车行业盛会连续在偃师召开，
图为 2013年行业发展高峰论坛现场

偃师市产业集聚区公共服务中心

地处伊洛河畔的千年历史名城
——偃师，近年来，紧抓集聚区建设
机遇，夯实主导产业、延伸产业链
条、壮大产业优势，使偃师产业集聚
区成为全国最大的三轮摩托车生产
基地。

驱车行驶在宽阔、现代的杜甫
大道上，只见道路两旁到处是三轮
摩托车品牌的广告，林林总总有数
十个之多，整个产业的集聚度、成熟
度在全省 100 多个集聚区中并不多
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令人感慨这
个产业的活力。

大
——全国最大的制造基地

偃师的三轮摩托车在全国市场
占有率有多高？

全国每下线 3 辆三轮摩托车，
至少 1辆偃师造。

偃师的三轮摩托车产业在全国
影响有多大？

行业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三轮
摩托车展览会及行业发展高峰论
坛”连续两年在偃师成功举办，发布
行业报告，见证行业发展。

偃师的三轮摩托车行业有多
强？

每天有 3000 多辆三轮摩托车
运往全国各地，在高速公路上常见
卡车满载着的三轮摩托，多产自偃
师。

3000多个营销网点、数万名专
业营销人才遍布全国，支撑起这个
充满蓬勃活力、年产值 200 多亿的
庞大产业。

10月 16日，记者慕名来到偃师
集聚区洛阳大运三轮摩托车有限公
司，只见繁忙的生产线上焊光四射，
工人们正在紧张地生产。

公司总经理高林涛说，洛阳大
运占地 300亩，目前拥有 3栋单体面
积达到 27000平方米的生产车间，5
条车厢、车架机械手焊接流水线，2
条车厢、车架前处理流水线，3条国
内先进的摩托车车厢、车架涂装流
水线、1 条全自动覆盖件喷涂流水
线、3条成车总装流水线、8000多平
方米的大型高架标准化库房，以及
电器综合试验台、减震耐久试验台、
三坐标测量机、废气分析仪等一系
列世界一流的摩托车专业制造和检
测设备，具有年产 50万辆整车的生
产能力。

在成品装车区，占地数十亩的
厂区内整齐摆放着整装待运的三轮
摩托车，红红绿绿恍若色彩斑斓的
地毯，总经理高林涛说，这得益于我
国广大农村经济条件的改善，电动
车市场近年来发展势头良好。

像洛阳大运一样，目前，北易大
阳、重庆建设、西藏新珠峰、长江摩
托、北方大河、济南轻骑、广州五羊、
重庆银钢等国内知名摩托车企业均
在此设立了生产基地。2013年，偃
师三轮摩托车产量超过 100 万辆，
占全国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已成
为全国最大的三轮摩托车产销基
地。

偃师出产的三轮货车、老年代
步车、助残车、三轮客车、电动三轮
摩托车等九大系列 100 多个品种，
畅销全国，并批量出口中亚、东南
亚、拉美、非洲等地。

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一组

统计数据可以印证这一点，数据显
示，从全国三轮摩托车产量分布看，
河南、重庆、江浙和山东四大生产板
块已经形成，加上正在崛起的广东，
国内三轮摩托车产能已突破 300万
辆。在 2013 年全国三轮摩托车产
量中，河南占 42%，江浙占 23%，山
东占 12％，西南占 8％，广东占 8％，
其他占 7％。其中，河南三轮摩托
车产量中主要来自于偃师。

全
——全国产业链条最

完善的生产基地

10月 16日，记者在洛阳川渝精
工车桥有限公司见到总经理张显
中。

这家 2007 年入驻偃师的三轮
摩托车后桥装备企业开始是租用厂
房，得益于集聚区三轮摩托车产业
的强劲发展势头，2012 年 5 月他们
投资 9000 万元，开建占地 70 亩、年
产 50 万套三轮摩托车后桥总成的
制造基地。当前，项目全部完工，整
个生产线全部实现满负荷生产。

“川渝精工是全国知名的三轮
摩托车后桥加工企业，和全国知名
的三轮摩托车企业配套，在偃师生
产，我们的产品大部分直接配套给
园区企业，可节省运输成本 10%。”
张显中说。

像川渝精工一样，三轮摩托车
产业园区方圆 3 公里的半径内，汇
聚了整车及零配件企业 182 家，形
成了快捷高效的“半小时及时供应
圈”，即一辆整车生产，所有零部件
30 分钟内可送达生产线。除供应
本地外，还辐射周边的河北、山东、
江苏等地。

记者在集聚区看到，上百家三
轮摩托车配件企业云集园区，为了
节约用地，针对中小型配件企业，偃
师集聚区专门建设了标准化厂房，
来满足他们的生产需求。

偃师产业集聚区不但零配件企
业能满足整车装备企业需求，而且
在人才积累上也具有优势，据了解，
目前偃师产业集聚区已拥有高科技
人才 1200多人，技术精湛的产业工
人 2 万多名。在此基础上，集聚区
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
做法，组织员工经常到先进企业学

习、互相交流沟通、借鉴提高，并开
展有针对性的业务技能培训，打造
了一支整体素质一流的员工队伍，
为三轮摩托车产业的发展奠定了扎
实的人才基础。

由于集聚区入驻企业规模大、
实力强，先进设备上投入多，整个行
业装备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在洛阳北易三轮摩托车有限公
司繁忙的电动车生产车间，记者看
到该公司车架抛丸机、自动焊接机
械手、电泳生产线、信息化管理等先
进设备以及软件管理系统配备完
善，在宏大的生产线上，一端是钢
材，另一端出来则是一辆辆崭新的
电动三轮摩托车。

偃师三轮摩托车行业发展见证
者、洛阳北易三轮摩托车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土坡说：“偃师三轮摩托车
行业引领全国发展，在装备水平上
全国领先，先进设备投入对于企业
自身来说看似投入大了点，但从源
头上解决了招工难、劳动力成本高
等困难，提高了产品制造自动化程
度，提升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制造成
本，从而打造出科技含量更高、产品
质量更好、附加值更高、竞争力更强
的优质名牌产品。企业要想长远发
展下去，就要把眼光放得远一些，不
能紧盯眼前。”

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完善度，这
位年近 7 旬，在行业内有着崇高威
望的老专家说：“三轮摩托车生产看
偃师，偃师集聚区聚集了全国排名
前列的大企业，可以说是全国三轮
摩托车行业风向标，以前是我们全
国各地去招商，现在是配件商主动
到偃师来投资，偃师集聚区的发展
真正形成了良性循环。”

优
——打造最佳的发展平台

偃师的三轮摩托制造有着辉煌
的历史！

1992年，当时的邮电部黄河摩
托车厂（即邮电部538厂）帮扶岳滩镇
兴建了第一家摩托车厂——曙光分
厂，生产出了第一辆正三轮摩托车。

1992年起到 2001年底，岳滩境
内摩托车生产厂家就达到 42家，摩
托车配件厂家 31家，从业人数达万
人，年产摩托车 20万辆，实现产值 6

亿元。
……
其间，由于国家政策调整，摩托

车产业几经波折、几经沉浮。
回望偃师摩托车产业 22 年的

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偃
师的三轮摩托经历了“发展—整合
—准入—扩张”四个阶段。特别是
2008年以来，整个行业依托全省集
聚区建设，进入了快速扩张阶段。

偃师市委书记宋义林说：“2008
年以前，整个产业可以说是遍地开
花、户户冒烟，行业无序，恶性竞争，
集聚区建设强力推进后，经过规划、
整合、提升，当前，整个行业进入良
性发展期。”

以前是圈一片地建一个厂，自
己修路，自己架电，各自为战；如今，
三轮摩托车产业园基础设施升级为
2.0时代。

宽阔的、双向 8 车道的杜甫大
道贯通集聚区和连霍高速，古城快
速通道、工业大道、谷黄路、五羊路
等道路与全市道路贯通，建设了洛
河、伊河两座大桥和一个污水处理
厂、一个自来水厂、一个变电站、一
个综合服务中心。

5 年来，偃师集聚区共新建道
路 19.3 公里，累计铺设自来水管网
51 公里、雨污水管网 34.4 公里，建
成集中供水厂 3 个，满足区内企业
供水、排水、排污需要。

此外，大力推进担保中心、投资
中心、土地储备中心建设，目前融资
额已超过 2 亿元，全部用于产业集
聚区研发中心、综合服务、职工公寓
楼等建设。

为服务投资商，偃师市集聚区
在大力优化基础设施的同时，加强
服务，以优化发展环境为突破口，以
提升服务质量为着力点，全力为产
业集聚区内企业打造“低成本、高效
率、无干扰”的发展环境，“全程式、
跟踪式、保姆式”的优质服务。他们
以产业集聚区 10 个职能分局为依
托，探索建立为产业集聚区提供“一
站式”审批服务的体制。要求市直
职能部门充分对分局授权，公开服
务内容、办事程序、承诺时限和收费
标准，在集聚区实行联审联批，集中
办理审批事项，真正做到“一站式服
务、办事不出区”，集中解决项目建
设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以业兴城、以城兴业、同兴共
荣”，集聚区建设拉大了城市框架，
改变了城市面貌，增加了城市就业，
强化了城市支撑，随着洛河大堤整
治工程完工后，洛河将形成 600 米
宽、4公里长的湖面，极大地改善产
业集聚区的生态建设，届时，一座

“产城共融、产城一体”的产业新城
将崛起在洛河之滨。

强
——打造全国竞争力

最强的产业基地

电动车行业作为市场化程度最
高，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未来的
竞争，那就是“生产成本的竞争”和

“产业链延伸”的竞争。
在偃师集聚区绵延数平方公里

的标准化厂房上面，铺设有总面积
超过 35万平方米的太阳能发电板，
秋日的骄阳下，这些发电板熠熠生
辉，蔚为壮观，据集聚区管委会工作

人员介绍，该项目每小时可发电 3
万度，基本可满足合作企业生产需
要，是河南省最大的光伏发电站。

单是这一项，每度电可为企业
节省 15%的成本。全部基站年发电
3139.5 万千瓦时，使用寿命可达 25
年，每年节约标煤 12244.2 吨，每年
减排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约 44895.6
吨。

这只是偃师产业集聚区“创新
发展、锻造竞争力”的一个缩影。

记者了解到，就在采访当日，偃
师产业集聚区主要领导远赴天津，
洽谈三轮摩托车检测中心建设的相
关事宜，随着以偃师为基地的河南
省摩托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建
成，将奠定偃师集聚区在全国同行
业的主导位置，并极大地促进行业
发展。

“据专业机构分析，目前全国三
轮摩托车市场保有量约 900 万辆，
还有较大的市场空间，三轮摩托车
市场至少还有 8 年的黄金期，发展
潜力巨大，即使面临好机遇，我们偃
师集聚区作为行业最大的基地，仍
需居安思危，坚持延链、补链、强链，
加快转型步伐。”偃师市市长李灵敏
说。

在延链上，向产业下游延伸，引
导有一定规模、一定实力的整车企
业生产摩托车配件，从而催生一批
配件生产的龙头企业，加快三轮摩
托车产业由燃油车向电动车、普通
车向特种车、三轮摩托车向四轮车、
摩配向汽配四个方面转型，着力培
育转型升级快、带动作用强的知名
龙头企业。

在补链上，要向产业上游延伸，
重点引进发动机、电动机生产制造
企业，完善产业链核心技术环节。

在强链上，以大阳、大运、珠峰、
大河、宗申、建设等龙头企业为带
动，以配套中小企业为依托，适度扩
张产业规模，从而形成规模效益提
升市场占有率。

与此同时，加快为区域内企业
提供研发、检测等全方位服务，帮助
企业降低运行成本、人力培训成本、
技术研发成本。

在洛阳北方大河工业园的生产
车间里，记者见到，该公司的 4台冲
压设备已完成安装，总装、喷涂生产
线正在热火朝天的安装中，据记者
了解，总投资 2 亿元的洛阳北方大
河工业园主要生产新能源低速四轮
车等，是偃师市三轮摩托车产业转
型的结构调整项目，项目全部达产
后可实现年营业收入 8亿元。

北方大河四轮车项目是偃师集
聚区三轮摩托车产业转型升级的成
果之一。近年来，他们相继引进五
羊电动车、珠峰电动车、大阳电动
车、重庆鑫源小型农机、东风新能源
汽车、方兴新能源汽车等一大批项
目，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使“四个转
变”落到实处。

百舸争流千帆竞，敢立潮头唱
大风。勤劳智慧的偃师人民，用一
砖一瓦，建立起这个庞大的产业，全
省产业集聚区建设又为这个产业鼓
起了腾飞的东风，新的时期，他们又
制定了新的目标“2016 年，三轮摩
托车总产量达 200 万辆，三轮电动
车总产量达 100 万辆；产业集聚区
年营业收入 380 亿元，2020 年年营
业收入突破 600亿元”。届时，三轮
摩托车产业将成为偃师走向世界的
一张亮丽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