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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本：打造品牌是党报媒体的优
势，河南日报自 2009 年起就一直关注我
省产业集聚区建设，根据省委省政府对
集聚区的定位，携手河南省工商联打造
的“河南省产业集聚区发展高峰论坛”，
目前已经是第三届。这个高峰论坛已
经成为我省有权威，影响力也比较大的
集聚区专业论坛。目前在河南爬坡过
坎的关键时期，产业集聚区面临着向更
大规模、更高水平、更好质量迈进的新
任务，更需要得到媒体的大力支持。作
为省委机关报，河南日报对我省产业集
聚区的报道和宣传将全力以赴，不遗余
力，不断创新。

赵纯武：河南省工商联作为党和政
府联系经营经济的窗口，近年来，我们
发挥联系民营企业和商会的优势，联合
河南日报社，打造了产业集聚区高峰论
坛活动，取得积极成效。

集聚区建设初期，核心工作是招商
引资，我们发挥优势，团结省工商联直
属 56 家商会，走进集聚区，开展调研、招
商对接活动，得到广大集聚区的好评；
数年来，我们根据每年不同情况，设置

问卷调查，对我省 180 个产业集聚区的
招商引资环境现状及存在的突出问题
进行了调研，把调研结果反馈给各级党
委、政府，有力促进了投资环境的改善。

今年是我省集聚区建设 5 周年，下
一步，我们将和河南日报联手，更好地
服务我省集聚区建设。

龚绍东：河南省社科院工业经济
研究所长期关注我省集聚区建设，今
年和河南日报联合发布《2014 年产业
集聚区发展报告》，取得了良好效果，
报告单行本造成断货，河南日报正在
积极组织加印。

产业集聚区作为河南经济发展“第
一引擎”，需要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河
南日报开设的《产经天地》专刊，近年
来，刊发了大量集聚区一线报道，掌握
了大量一手数据，团结了一大批专家学
者，整合了一大批专业机构，可以讲，这
是我们集聚区发展“最宝贵”的财富。

2013 年产业集聚区规模以上工业
实现主营收入 3.13 万亿元，占全省的
52.6%，在新的形势下，产业集聚区提高
吸引力、竞争力、带动力，提高这“三力”

显得尤为迫切。
管清友：中国经济新常态包含三个

方面，第一是增长速度的新常态，现在
已经有高速转到中低速，进入了增长速
度的换挡期；第二个层面是进入结构调
整阵痛期，产业这个层面，传统行业与
新型行业呈现一个冰火两重天的局面；
第三个新常态就是宏观政策层面的新
常态，包括财政政策、硬化约束、预算法
出台等。所以，河南集聚区的管理者要
充分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

在宏观经济层面，建议河南一定要
抓住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当中河南
应有的位置，充分借助国家政策，在国
家规划当中找到河南的产业布局位置，
这非常重要。

程方：河南集聚区建设成效显著，
产业集聚区正在发挥越来越强的带动
作用，促进河南的转型升级，强化河南
的经济基础。

作为清华大学控股的国有企业，清
控科创是目前我国最成功的科技园区运
营机构，我们目前在国内已经布局了 18
个园区，其中4个自建，14个运营管理。

河南有 180 个产业集聚区，规划超
前、定位明晰、设施完善、前景良好，非
常适合和我们合作，特别是河南日报发
起的“2015 集聚区转型升级计划”非常
好，我们下一步将和河南加强合作，大
力推进集聚区的成长。

石述思：河南集聚区是各级政府打
造的产业发展平台，所以，我谈谈新媒
体环境下的政府招商。

工业思维和互联网最大的不同在
招商方面，越来越向“人”这个要素集
中。如果你不能完成向人这个要素集
中，你失去的可不仅仅是一个招商，你
失去的是未来整个商业。

今年上半年人民网和百度两个完
全不同的机构通过手机页面打开它们
的人数超过了 PC，当你还在文图方面
完成招商推介的时候，视频来了，这是
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在未来的招商，你们
要有强大的自媒体去支撑你完成。未
来的所有平台和机构，将被人取代。未
来的新闻机构、传播平台、招商平台，都
是自媒体联合体的模式。

苹果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小
米当前异军突起，颠覆传统制造业，成为
全球明星。他们成功的核心是什么？

一句话，那就是在产品中植入了
“工业设计”，产品更简约、更实用、更
具个性。

太 康 集 聚 区 主 任 张 太 来 疑 惑 地
说：“‘工业设计’一听都是高大上，从
来都是奔驰、宝马等大企业采用，我们
都是小企业，出不起设计的钱啊！”

国内一流专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工业设计系主任赵超教授说：“作为科研
机构和设计公司，需要大量的实践案例
才能出成果，有大量机会需要和集聚区
合作，具体工业设计项目，不一定都收费，
就是收费也没想象中的高。”

当下，郑州市金水区为全省集聚区
打造了国家知识产权创意园区，要找赵

超教授，不需要去北京、上海，来找国家知
识产权创意园区马爱玲书记，一键搞定。

在 河 南 日 报 的 整 合 下 ，“ 设 计 引
领”俱乐部将正式落地国家知识产权
创意园区，我们郑重提出“设计立县”，
帮助政府、企业为当地传统产业、技术
改造提供全新“设计引领”服务。

本次大会上，继 6 月份成功签署 6
家战略合作伙伴后，又有 12 家集聚区
成 功 签 约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创 意 园 区 ，
2015 年，俱乐部将进行常态化运作，夯
实内容，做出精品。

赵志刚——作为一个资深媒体人，
赵志刚在我省新闻界奋斗了 20多年，深
谙媒体宣传规律，在他的鼎力支持下，
河南日报《产经天地》专刊打造了 3届集
聚区论坛，在全省取得很大影响，2013
年，第二届产业集聚区论坛被全国报协
授予最高奖“金推手”奖。

作为品牌集聚区创建小组组长，在
他的领导下，我们将致力于打造《产经
天地》专刊平面、微博、微信媒体矩阵，
调动一切媒体资源，为打造品牌集聚区
做出成绩。

赵寅星——作为河南省高技术创业
服务中心主任，赵寅星在我省科技界工
作 20余年，多年参与全省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培优、科技孵化器建设等工作，具有
丰富的经验和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

作为科技创新小组组长，他将发挥
自身优势，鼎力支持全省集聚区的科技
创新工作。

杨建国——作为我省产业集聚区
建设的长期参与者、研究者，5 年来，杨
建国的足迹几乎走遍了 130 个集聚区。
出版 2 本专著，并且首次在北京举办我
省集聚区建设推介会。

他实名认证的微博，粉丝量达到
180 万，2014 年，他发起的#走进产业集
聚区#微博话题，阅读量达到 1.3 亿人
次，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很大影响，他被
全国各地数十家园区、政府聘请为招商
顾问，被媒体美誉为“招商红娘”。

作为招商推进组组长，他将整合全
国顶尖的园区运营、园区招商机构，积
极投身我省集聚区招商引资工作，为大

家出谋划策、培训人才，力求在招商上
实现突破。

李福岐——作为国家知识产权创
意试点园区招商运营部部长，两年来，
李福岐参与、见证了园区的成长。

作为招商运营部部长，他把全国顶
尖的工业设计企业 21家成功招入园区，
他凭借开阔的视野、忘我的工作热情，
在短时间内成为我省工业设计领域的

“行家里手”，2014 年，他被中国设计协
会授予“全国工业设计十佳推广人”。

作为“设计引领”小组组长，他将整
合全国一流设计人才，为全省集聚区提
供设计引领“打包服务”，鼎力促进我省
集聚区发展。

刘真豪——作为北大光华天成博
士后河南工作站负责人的刘真豪，近年

来，成功开设“豫商领袖”课堂多期，在
在职培训领域取得一定影响力。

作为集聚区人才培训小组组长，他
将整合优秀师资资源，为集聚区一线工
作人员量身定做课程设计，为集聚区人
才培训做出最大努力。

刘万奎——作为一个知名策划师和
营销大师，刘万奎发起的“免费经济模
式”在快消品领域和绿色食品领域取得
成功实践，为中小企业快速建立销售渠
道、盘活流动资金提供了路径；他参与的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赢响中原”大学生
创业计划都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

作为融资小组组长，他将团结河南
省小微企业商会、宋都商会、各银行、基
金等金融机构，策划金融产品，为我省
集聚区建设提供强大的“融资服务”。

2015 河南产业集聚区转型升级计划启动
六大计划——我们融入一整体

创新引领——我们发出最强音

2014年 12月 18日。
是可以载入我省集聚区建设史册的精彩节日。
这一天，全省集聚区一线建设者代表 200 多人，在繁忙的招商一线，在

紧张的施工现场，在谈判桌上，在反复更改行程的基础上，从全省各地，抽
出宝贵的时间，为了一个约定，齐赴郑州。

这一天，我们的伙伴和专家，在成都、上海、北京、深圳，在繁忙的日程

中，为了一个承诺，齐聚郑州。
只因 12 月 18 日，“我们的五年”第三届河南省产业集聚区高峰论坛的

举办。
180 个集聚区，逾万人的一线建设者，“白加黑”，“5+2”，弹指一挥间，

已经走过 5年时间。
今天，我们在一起；未来，我们携手前行。

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
——“我们的五年”暨第三届河南省产业集聚区高峰论坛精彩掠影

嘉宾云集 献计我省产业集聚区发展

前

言

1212月月 1818日日，，第三届河南省产业集聚区高峰论坛暨集聚区建设第三届河南省产业集聚区高峰论坛暨集聚区建设““金星奖金星奖””颁奖典礼成功举办颁奖典礼成功举办。。

12 月 17 日下午，在第三届河南省产
业集聚区高峰论坛“设计立县”分论坛
上，国家知识产权创意试点园区分别与
12家集聚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位于郑州市国基路上的国家
知识产权创意试点园区。

河南作为食品生产大省，食品加工
业是全省很多集聚区的主导产业。

但是，对于集聚区从事食品加工的
数千家中小食品企业来讲，没有品牌、
没有销售渠道，是制约广大中小企业的
一个难题。

有没有河南本土的一种消费模式，
给集聚区入驻的快消品企业打造一种
行销模式呢？万奎创意打造的“免费经
济 联 合 体 ”，就 是 一 种 有 益 的 尝
试。这种新模式是“物物交换”的全新
展现形式，是对“物物交换”的升华。

据调查，早在今年 9 月，免费经济物
物交换便为河南新郑的和美家橱柜工
厂换得了 10 家品牌，达到客户与企业的
双赢。而在 12 月 19 日的大会现场，和
美家全屋定制、绿坊源、绿都农业、麦道
尚品、榴之恋、特驰电动车、绿迪科技、
三枝玫瑰鲜花、魔法蛋糕、华磁床垫、薯
礼包、青云林海养老地产、福源珠宝等
15 家品牌牵手免费经济联合体。

万奎创意董事长刘万奎介绍，免费
经济联合体成立后，一方面将会整合包
括产品、技术、服务、信息、资金、场地在内
的多种资源，发挥平台作用，帮助中小微
企业解决库存消化、资金紧张等难题；另
一方面，将致力新模式、新理念、新渠道的

探索，为传统企业转型提供出路。
沿着免费经济这条路径，目前开展

了 多 项 举 措 ：免 费 项 目 基 地（帝 源 绿
都），免费项目认证、递送机构（麦道尚
品），免费项目集合体验馆（绿坊源·河
南省有机食品交易中心），免费项目终
端系统（木兰木屋、和美家），讲习所（文
化创意体验馆），百家姓全球家族企业
商学院，企业家组团“助强团”、“中国
购”线上系统，“创业星搭档”……

据刘万奎介绍，公司近年来有目的地
整合了新媒体、传统媒体等一些资源，形
成独特优势，一是新媒体优势，万奎创意
打造了多个容量为 1000 人的微信群，群
里集聚了各行业的 100多万人，形成巨大
的线下优势。二是传统媒体优势，万奎创
意每年在河南商报和东方今报投放大量
广告版面，形成巨大的媒体优势。三是渠
道优势，正在建立遍布社区的便民店，目
前正在推进金水区 106 个社区便民店，

“免费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理念，最终
达到全社会的繁荣，走的正是新世纪儒商
的典型路径。”刘万奎说，免费经济以“花
非花说爱”大力弘扬转型升级为思想内核
和价值取向，以“物非物传情”积极倡导践
行“爱文化”思想为主要内容，其所蕴藏的
思想内涵和精神能量，不言而喻。

架构产业集聚区“快消品”营销通道
——万奎创意“免费经济”模式简析

1212 月月 1919 日日，，万奎创意免费经济联合体启动仪式暨创业星搭档万奎创意免费经济联合体启动仪式暨创业星搭档
““金星奖金星奖””颁奖礼在会展中心轩辕堂举行颁奖礼在会展中心轩辕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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