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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这个经济成长的新特质，让
刚刚过去的 2014 年，成为长葛人记忆中印
象深刻的一年。

经济进入调整期，从粗放发展转向集约
发展；改革进入攻坚期，体制藩篱待破；社会
进入转型期，深层次矛盾叠加凸显……长
葛，面临着全新的挑战。

经济增速下滑，传统产业转型压力日
增；土地制约日益突出，区域竞争日趋激
烈，能源资源约束加剧……长葛，面临着巨
大的压力。

“过去几十年，长葛市以制造业规模快
速扩张为主的增长模式取得了很大成绩。”
刘胜利说，“但进入新时期，长葛原有的优
势逐步弱化，传统发展模式的内生动力逐
渐消退，企业生存和转型升级压力倍增。”

去年，受经济下行影响，长葛市再生金
属行业遇寒，昔日的车水马龙，变成了如今
的门可罗雀，收购商裹足不前，生产企业歇
业停产。汽配、建筑机械、人造板材等行业
也无一幸免，开工率、产品价格、销售收入、
利润率大幅下滑，“成长中的烦恼”痛彻心
扉。

新常态，新变化，新挑战。号称“河南
的温州”、善领风气之先的长葛人清醒地意

识到，“成长中的烦恼”源于发展方式粗放、
产业层次不高。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
新阶段，长葛必须迅速调整发展方式，以一
种全新姿态参与新一轮的区域发展竞争。

但有一个问题不容回避：深改元年，
“深”在何处？“改”向何方？粗放增长，面临
困境；科学发展，何处突破？

“转型升级怎么转、如何转，如何在经
济下行的压力下生存下去，好多企业家心
里没底。”众品集团董事长朱献福道出了长
葛市许多企业家的困惑。

转型升级、经济下行与新常态、新业
态、新模式，倒逼企业家、领导干部“自我革
命”、理念升级。于是，在经济低迷、产能过
剩的寒冬里，长葛市领导干部和企业家之
间悄然鼓荡起了一股暖流：打造“学习之城”。

2014 年 3 月 16 日，长葛市清华大学管
理创新高级研修班(行政干部班)开班，对全
市 800 多名领导干部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

2014 年 6 月 28 日，长葛市历史上规模
最大、投资最多的一次企业组织的清华研
修班启动——森源集团投资 300 万元、为期
一年的三个清华大学高级研修班开班，包
括综合管理、营销和财务研修班，300 名管
理层人员参加，每班每月集中培训 2 天。

2014 年 7 月 16 日，长葛市清华大学高
级工商管理总裁研修班开班，为期一年，每
月对全市各行业 72 名企业家培训两天，课
程涉及管理、营销、品牌管理、投融资、企业
文化等领域。

作为市委书记，刘胜利去年 10 月到浙
江进行了为期 3 个月的挂职学习。学习归
来，刘胜利感慨颇多。

“长葛作为河南省相对开放的县（市），
很多方面也是走在全省前列的。但是到发
达地区学习后，我们在观念、理念、思想等
方方面面的差距都很大。”他说，“我们正在
困惑的事情，江浙地区多年前就在试、就在
改，并已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对长葛来说，方兴未艾的“学习潮”，带
来的是发展视野的拓宽、理念的更新、思想
的解放，长葛市的转型升级之路也因此日
益清晰——大力实施“四五四”产业提升计
划，即四大主导产业高端化、五大特色产业
品牌化和四大新兴产业规模化。

用刘胜利的话说，就是用转型升级的
“顶天立地”，置换粗放增长的“铺天盖地”，
闯出一条“发展”和“转型”联动，“数量”与

“质量”齐驱的“金光大道”，打赢一场企业
与政府砥砺同行的深度转型之战！

今年初，森源集团为满足企业发
展的战略需要，在北京中关村清华科
技园设立了两部两院，即森源集团国
际战略发展部、战略投资部，微网（微
型电网）与核电力装备技术研究院

（森源集团与清华大学研究院合作，
清华大学有关专家、教授参加）、电动
汽车技术研究院（森源集团和美国、
加拿大专家及清华大学电动汽车技
术研究院合作）。两个举动看似波澜
不惊，实则气吞山河。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
钢认为，中国将成为未来各国新能源
汽 车 最 重 要 和 竞 争 最 为 激 烈 的 市
场。事实上，即使在目前，各大汽车
厂家对市场的争夺已经剑拔弩张，硝
烟弥漫。尚未取得相关资质的森源
集团，却对抢食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一
份大“蛋糕”信心十足。

“ 我 们 的 技 术 在 全 国 都 是 领 先
的。”森源集团董事长楚金甫说，“电
动汽车的国家标准是‘双 80’，就是车
速是 80 公里/小时以上，续航里程 80
公里以上。我们的续航里程已经超

过了200公里，车速达到85公里/小时。”
为了在电动汽车领域后来居上，

森源集团先后投资了 5 个多亿进行研
发，全面超越现有产品。将于明年 4
月推出的森源第二代电动车，达到全
国顶尖技术水平。和清华大学的合
作，更使森源集团如虎添翼。

在国家重启核电、并将其视为战
略性新兴产业大力推广之时，和清华
大学研究院合作的核电力装备研究
院，则将森源集团的“大电气”战略推
向了极致。一旦核电力装备上马，仅
长葛这个制造基地就是千亿级的规模。

这就是创新的力量。犹如“好风
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源源不断的创
新如同长风浩荡，推动着森源集团跨
越式发展。从诞生之日起，长达 20 多
年的时间，森源集团不仅每年都保持
着 30%以上的惊人增速，更从一家只
有 4 个人集资 10 万元创办的小型民
营企业，成长为如今的全国民企500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胜利曾感
叹，经济的新常态起码有这几个显著
转变：从粗放扩大生产向内涵发展转

变；从草根经济向精英经济转变；从
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过去只
要有胆量都能挣钱，有俩钱都能搞房
地产，现在从工业企业到三产服务
业，全都面临着转型升级，只有胆量
不行了。

他的感叹，既是对新常态下经济
发展趋势的洞察与领悟，也是对长葛
市产业转型升级的引导和推动。

告别粗放低效的简单发展，专注
质量效益，奋力转型升级，才能突出
重围，柳暗花明。这样的发展观，正
使土生土长的长葛民营企业，以独具
一格的核心竞争力告别传统产业的
羁绊，实现着华丽转身，加速跨入国
家队、融入国际化，呈现出万千气象。

在河南森茂机械有限公司的组
装车间，记者看到，一台 30 公斤 6 轴
工业机器人在灵活地进行多维运动，
接受工作人员的检测。在车间的另
一侧，工人们正在组装一台 8 公斤 6
轴工业机器人。

该公司是长葛一家生产机器人的
企业，而这样的企业，全省不超过 5

家。董事长胡方坤介绍，公司投入研
发资金近 1亿元，建立起了研发生产基
地，开拓了一条工业机器人研发制造
的新路子。到 2017 年，公司高端工业
机器人年产将达到 1 万台，产值可达
15亿元。

而在几年前，森茂机械有限公司
还是一家生产普通机床这种“大路货”
的企业。“创新是转型升级最重要的驱
动力。没有创新驱动，就不可能实现
成功的转型升级。”胡方坤深有感触。

传统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品牌
制造坚定迈进，使长葛的转型升级好
戏连台，愈发精彩——

黄河旋风两年来累计投资 30 亿
元，实施了高端金刚石制品扩建改造
等五大类产业升级项目。目前，金刚
石单晶及制品产量和市场占有率均
占同行业首位，单晶合成工艺及制品
生产技术的研发能力接近或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

众品集团以冷链物流服务业拉
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成为中国领先的
第三方冷链物流企业，被列入“全国

农产品物流振兴规划”，热加工猪肉
制品已被新加坡批准对其出口；

豫星农业科技园借助电商的翅膀，
一公斤桃子能卖到 60元。传统农业与
电子商务联姻，与休闲、旅游结合，“农
业园区化、园区景点化”，弱势产业一跃
成了“白富美”、“高大上”……

市场“无形之手”精彩演绎，得益
于政府“有形之手”幕后发力。

市长尹俊营介绍，为支撑企业转
型升级，长葛市产业集聚区每年设立
1000 万元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创新平
台建设和技术研发；市财政每年拿出
1000 万元的奖励和补助资金，在全省
率先实行科技经费与专利产出挂钩，
着力提升企业技术装备水平、自主发
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长葛市的专
利申请量连续八年居全省县市第一，
连续十年荣获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

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教授魏杰
在长葛讲座期间顺便转了一圈，感慨
道：“在长葛我有‘两个没想到’，没想
到这里的实体经济搞得这么好，没想
到这里群众的精气神这么足。”

楚金甫将森源集团持续高速稳
健发展的秘诀，概括为这样一个环环
相扣的完整循环：依靠机制创新引进
高素质人才，依靠高素质人才开发高
科技产品，依靠高科技产品抢占市场
制高点。

他解释，在这个循环中，机制之所
以排在第一位，是因为只有好的机制
才能吸引一流的人才。因此，森源的
发展战略，首先是把人才确定为第一位。

他自豪地告诉记者，森源集团虽
然地处一个县级市，但却是一个全国
性甚至是国际化的公司。在这里，有
一大堆美国人和许多德国、意大利的
专家，有来自天南海北的学者。总经
理曹宏，是国家能源研究会的委员，能
源领域的顶级专家。来自全国各地的
1200多个大学生住满了三栋公寓楼。

在整个长葛市，这一数字更为庞
大：引进国外专家 72 名，博士 168 名、
硕士 426 名，拥有各行业顶尖权威技
术人才 16 名，专业人才 10000 多人。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强企之基、
竞争之本、转型之要。引得来人才，
留得住人才，是长葛市转型升级、创
新驱动面临的首要任务。刘胜利说：

“高端产业和人才最看重环境。如果
人都不肯来、来了留不住，何谈发展？”

打造宜居城市，用生态名片留人
心，用完备设施聚人气，成为长葛市
保障产业升级的必然选择。

天蓝，地绿，水清，气爽。不出城
享园林之美，居闹市乐花香之怡，一
座可以深呼吸的城市，一幅生态宜居
的画卷，正在长葛逐渐铺展。

“在花园一样的企业工作，闲时

河畔散步，享受绿色氧吧。”1 月 26 日，
来自江南水乡的加金良在长葛市产
业集聚区漫步，感受着舒心和惬意。

三年前，加金良带领他的团队到
长葛创办了许昌裕同印刷包装有限
公司。公司西侧紧邻绿树掩映的魏

武大道路，不远处就
是 葛 天 源 和 小 洪
河。这里花木葱茏，
水波潋滟。三年来，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
公司生活居住。他
说：“长葛环境好、空
气好，可与我的江南
老家相媲美。”

在谋划长葛市
经济社会发展时，
刘胜利曾强调要抓

住三大机遇，其中的两大机遇，都与
宜居城市建设息息相关。

其一，抓住中原经济区核心功能
区、空港码头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机
遇，与航空港产业对接，消费对接。

“建设生态园和双洎河湿地，着重发

展都市生态农业、休闲农业，将长葛
建成‘郑州后花园’，将大大增强对空
港、郑州的居住、消费、三产服务业的
吸引力。”

其二，抓住许昌水生态示范市及
水系连通工程和改善人居环境试点
市的机遇，倾力打造“河畅、湖清、水
净、岸绿、景美”的生态水城。不久之
后，“一环三河五贯通，一核十湖三湿
地”的生态水系景观将赫然入目，河
相连，湖相依，碧波荡漾，白鹭翻飞，
为长葛平添无数诗情画意。

优质的教育、医疗、文化、科技等公
共资源布局加快，生态宜居城市建设加
速。如今的长葛，城美景新，天蓝水绿，
近悦远来，百川归海；积极主动适应新
常态的长葛，正在打开一个更宽广的新
天地！ （本版摄影 张松桥 陈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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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转型正能量 打造发展升级版
——看新常态下长葛市如何转型升级

尽管还处在数九寒天，但一月

的长葛，却处处春意萌动。

改革举措密集出台，转型升级

奋力前行，生态建设风生水起，宜

居城市活力四射……一场规模宏

大、影响深远的变革正次第展开，

一曲赋予时代内涵的转型跨越之

歌正在唱响。

“长葛只有转变发展方式，加

快转型升级，打造新的经济增长

极，才能实现‘升级版’的大跨越、

大发展，才能争当许昌市科学发展

排头兵、对接空港桥头堡。”长葛市

委书记刘胜利的态度坚决果断。

“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是提高质

量效益、培育竞争优势的必由之

路，也是长葛未来发展的战略选

择。加快转型升级，刻不容缓，势

在必行。”长葛市市长尹俊营的讲

话掷地有声。

加快转型，产业升级，科学发

展，长葛市步履铿锵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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