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制冷设备产业基地

●中国庄子文化之乡

●中国河蟹之乡

●中国画虎之乡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县

●全国文化（美术）产业示范基地

●全国科普示范县

●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全国油料百强县

●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县

●全国平原绿化高级达标县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全国平安农机创建先进县

●全国十大基层治水经验县

●全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示范县

●全国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试点单位

●国家级出口制冷机电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国家火炬民权制冷特色产业基地

●全国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百佳县

●中国最具投资潜力特色 200强

●中国百家最具投资潜力县

●全国棉花生产百强县

●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

●中国休闲垂钓之乡

●国家级出口果蔬质量安全示范区

●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

●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水利风景区

民权城市名片

民权县高新区名片

●河南省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

●河南省“十强”产业集聚区

●河南省“十先”产业集聚区

●河南省“十快”产业集聚区

●河南省最具产业竞争力集聚区

●河南省冷链物流装备高新技术特色产业

基地

●河南省一星级产业集聚区

●全省新型工业化、环境友好型、产城联动

型示范产业集聚区重点培育对象

●河南省首个中科院制冷院士专家工作站

●国家级冷冻冷藏设备检验中心

民权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吹响转型发展号角

●● ●● ●●

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张增峰

以科技创优 助发展提速 促转型升级

列入全国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试点单
位、获批筹建“全国制冷设备产业知名品牌创建
示范区”、在全省年度产业集聚区考核绝对量指
数和发展指数排序中位次不断前移……今年以
来，民权县高新区捷报频传、喜讯不断，园区各
大企业生产形势红红火火，全国冷柜销量前 20
名企业中，有 6 家企业落户民权，市场占有率达
32.7%。

“现在，就像一提到服装就想到石狮，一提到
小商品就想到义乌，只要一说到制冷设备，大家
就会想到民权！”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理事长
樊高定如是说。

前不久，民权县高新区一周内“六喜临门”：
总投资 5 亿元的青岛欧莱克斯制冷工业园项目
等 6 个重大投资项目分别举行奠基仪式，正式
开工建设。今年上半年，在经济下行压力下，该
高新区企业用电量却同比增长 15.29%；同期，
规模以上“四上企业”实现税收 2.1 亿元，同比增
长 31.6% ；从 业 人 员 达 到 50132 人 ，同 比 增 长
32.6%。

当前国内经济仍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该高
新区为何能逆势上扬、驰而不息强势发展？

这和该县筑巢引凤“保姆式”服务狠抓项目
引进，围绕优势产业不断增创加快发展新优势，
同时以“科技”投入促进企业提质增效是分不开
的。

2015 年 7 月下旬，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郭庚茂深入到民权县调研指导，在走访
万宝、澳柯玛等多家企业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和销
售情况，特别是了解到一些企业不断创新，研发
推出适应市场需要的新产品后，郭庚茂说，这一
发展方向符合当前潮流，凡是需要非标准化、非
批量化生产的产品，我们都有人力资源等方面的
优势，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在发展技术密集和
劳动密集复合型产业上做文章。

客商点赞：
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

装载、转弯、卸货……二尺高的 AGV 搬运机
器人在生产车间穿行自如，一路穿行有条不紊地
将货物搬运到指定地点。11 月 4 日，在民权县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阿诗丹顿工业园，全自动机
器人焊接、圆饼落料自动冲压、AGV 机器人搬运
等先进生产技术吸引了众多参观客商的眼球。

“在沿海地区的一些大牌厂家也未必有如此
高科技的生产设备，真没想到在民权高新区的生
产线上能看到这些‘高大上’！”一位阅历丰富的
客商禁不住赞道。

客商的“点赞”，是民权县高新技术开发区转
型升级、技术进步、科技创优的一个缩影。

从黄沙遍地、蓬篙连天到规划全新、繁花满
眼，从作坊式的小工厂不成规模、星星点点到标
准化生产厂房林立成群，名牌明星公司结对成
片，如今，置身民权县高新技术开发区，犹如走进
了一个国内制冷业知名品牌博会，这里“中国冷
谷”的名号愈加名副其实。

“以实施‘五大提升’工程为抓手，以培育百

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我们顺应、适应发展新常

态,不断承接产业转移，壮大集群规模，招商企业

不但实现了‘量的积累’，更转变到‘质的飞跃’。”

民权县委书记姬脉常说。

2014 年，民权县高新技术开发区（产业集聚

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42 亿元，工业增加值 45
亿元，全部营业收入达到 262 亿元，税收收入 4.5
亿元，成功跻身河南省百亿级产业集群，被省委、

省政府认定为 1 星级产业集聚区，并被确定为国

家级出口制冷机电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国家级

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全省产业集群

区域品牌建设试点。先后被省委、省政府评为全

省十强、十快、十先产业集聚区。

其实，对于拥有以制冷为主的机械装备制造

和以葡萄酒为主的食品加工两大产业集群的民

权高新区来说，成长的标志不仅在于总量的持续

增长，更体现在注重提升发展质量，注重科技含

量，注重科技转型，激发科技创新活力，通过技术

创新和生产现代化、自动化推动科技转型，——

“向科技要发展动力”，从农业思维到工业思维，

从低端产品到高效、节能、科技新产品，产业发展

之路越走越宽，步履愈行愈健。这方创业投资的

热土，实现了质的飞跃。

转型升级：
从“民权制造”到“民权创造”

11 月 5 日，在河南松川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民权）的车间里，几辆大型冷藏车刚刚驶下生产

线，正列队待发。

“这是山东省一家大型食品企业订制的一组

冷藏车，该款冷藏车温控精度高、保温性能好、运

输能力强，因为技术先进很受商家青睐，我们正

在加紧生产。”该企业负责人刘飞拿着客商发过

来的一批 20 辆车的订单说。据了解，国内第一

辆太阳能冷藏车就是在这家公司研制成功的，共

获得 6 项国家专利。

最近两年，民权高新区已成功申报国家专利

近 200 项。冰熊制冷、香雪海家电去年荣登河南

省“百高企业”榜单。为打造科技创新和转型升

级的高效载体，阿诗丹顿、万宝、澳柯玛等多家企

业都相继建立、完善了科技研发中心和科研团队。

“高、新、尖制冷技术已成为助推民权制冷产

业从‘民权制造’向‘民权创造’转变的‘加速

器’。”民权县县长张团结说。

近年来，各地开始重视末端物流配送、速冻

食品等产业的发展，同时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

高，对制冷设备提出了更高的科技要求。顺应各

类群体需求，从无霜节能、矢量变频、抑菌保鲜到

便携触控，多用、节能、时尚、美观集多优势于一

身的各式冰箱、冷柜，在民权高新区的产品册里

应有尽有。河南澳柯玛电器有限公司（民权）设

计研发的 WiFi 物联网智能冰箱，实现了家用电

器信息化操作，填补了国内空白。一台可放置于

电动自行车后座的“民权造”便携式冰箱，曾令参

加家用电器博览会的老外都禁不住伸出大拇指

连赞“very good”！

以人为本：
从“人才引进”到“人才引领”

今年“十.一”期间，节假日还没过完，民权县

产业工人培训基地的几名学员已经早早来到实

训楼“恶补”冰箱电路检修课程。

“学校和几家大型制冷企业早就签订了校企

共建协议，我们赶紧把技术练‘硬邦’，一个月后

就要上生产线作业了！”一名学员笑着说。

总投资 1亿元、面积 7万平方米的民权产业工

人培训基地，开设了制冷设备制造与冷藏技术、数

控技术应用等多个专业，免费培训技术骨干和产

业工人，年培训学员 1 万多人，并已和民权高新区

多家企业签订共建协议，输转就业率达 90%以上，

是向高新区输送员工的“摇篮”。以产业工人培训

基地为基础，今年 5 月，民权县与河南机电职业学

院签约合作办学协议，共建的制冷工程学院正式

揭牌成立。学院的成立，将为民权打造“中国冷

谷”提供强有力的智力保障和人才支持。

在重视人才培育的同时，民权高新区重视人

才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引领作用，认定

引进一个人才，创新一项技术，开发一个产业，开

拓一片市场，形成一方优势的道理，大力引进管

理型、技能型、高层次各类人才。

该县孙六镇青年李国坤大学毕业后曾在沿

海一家家电公司务工，春节回家看到民权高新区

的发展变化，凭借较高的学历和熟练的技术在阿

诗丹顿工业园（民权）应聘为技术人员。“工资待

遇不比外面差多少，在老家工作能天天和家人见

面多好！”小李说起来十分满意。

民权县委常委、高新区常务副主任周燕说：“高

新区通过大力构建制冷技术研发、质量检验检测、

专业人才培训体系等，确保在制冷产业的优势。”

技术创新推动制冷产业提升，转型升级也推

动人才和科研检测机构聚集。2010 年，中国制冷

机电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中心（河南站）在民权县

高新区建成，这是继北京、广州、合肥之后又一个

国家级制冷产业的专业检验检测机构，从此，中

国制冷机电产品有了“民权标准”；次年，中科院

制冷专业院士工作站落户民权，为制冷产业发展

提供了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为推动“民权制造”

到“民权创造”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使优秀人才引得进、留得住，民权对企业

引进的博士、硕士、本科等高学历人才，县财政每

月分别给予 800 元、500 元、300 元补助。并发挥

外来客商健身中心、产业工人活动中心等载体作

用，丰富高端人才、投资客商的文化生活；社区医

院、产业工人子弟学校为外来人员及子女就近就

医就学提供“贴心”方便，稳定了科技人才队伍。

发展提速：
从“传统农区”到“中国冷谷”

而今，民权高新区已形成以冷藏汽车、冷柜、

冰箱为主导产品，拥有万宝电器、澳柯玛电器、冰
熊冷藏车、香雪海电器、华美电器、兆邦电器、松

川专用车等制冷整机装备企业 37 家，制冷配件
企业 50 余家的产业集群。制冷产品所需的 160
多个零部件基本实现全配套，高新区内已形成较
为完备的制冷产业链条，制冷产业集群效应已经
形成。高新区冰箱、冰柜年生产能力达到 2200
万台，冷藏保温车年生产能力达 2 万辆。其中冷
藏车拥有冰熊、松川、澳柯玛、英泰、海泰 5 家企
业，企业个数、产能、产量均占全国的半壁江山，
可谓行业“领军”。

“以科技转型引领制冷产业发展，政府提供
全方位服务呵护企业成长，民权高新区近年的发
展动力很足，前景不容小觑！”中国制冷空调工业
协会理事长樊高定对民权制冷产业非常看好，多
次为民权“点赞”。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
久，只争朝夕。”以郭庚茂同志调研民权指导精神
为动力，民权高新区按照“凝心聚力，务实重干，稳
中求进，富民强县”的总要求，依托自身优势，围绕
优势产业，以科技转型为动力，不断增创加快发展
新优势，逐步实现制冷产业由家用、商用制冷向工
业、科研制冷拓展，由单一制冷家电向全方位的智
能家电制造转变，由单纯量的扩充向提质增效转
变，由“民权制造”向“民权创造”转变，切实提高了
产品质量和科技含量，进一步做大做强了制冷家
电产业集群，助推“中国冷谷”不断崛起。

民权概况

都说“故道明珠”民权是黄

河在奔流途中的一次浪漫小憩。

民权位于商丘市西部，1928

年经时任河南省国民政府主席

冯玉祥批准，取孙中山先生“三

民主义”之“民权”而置县。下辖

17个乡镇，2个街道办事处，县域

面积 1222 平方公里，总人口 90

万 。 民 权 是 文 哲 大 师 庄 子 的

故里。

民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夏商时期，民权已有城邑。先秦

时期周朝春秋战国时代为戴国

和宋国的属地。因是庄周故里，

民权被授予“庄子文化之乡”。

“中国画虎第一村”王公庄声名

远扬；千年古刹白云禅寺、葵丘

会盟台等，处处闪耀着中原古文

化的灿烂光辉。

民权区位优越，交通便捷。

位于河南商丘、开封和山东菏泽

两省三市接合部。西距郑州新

郑国际机场 150 公里；距商丘市

53公里。连霍高速、310国道、陇

海铁路、郑徐高铁、郑民高速穿

境而过，是周边人流、物流的集

散地。

民权资源丰富，物产丰饶。

境内有豫东最大水面秋水湖、龙

泽湖和被誉为“绿色长城”的申

甘林带，如今正着力加强黄河故

道生态走廊建设。是全国农业

先进集体、全国粮食生产先进

县、全国油料生产百强县、全国

优质苹果生产基地、全国平原绿

化高级达标县、中国河蟹之乡、

国家级农副产品出口质量安全

示范区。

民权产业鲜明，特色突出。

已形成以制冷为主的机械装备

制造业和以果酒为主的农副产

品加工业两大产业集群。现有

制冷整机装备企业 37家、配件生

产企业 50余家，制冷产品所需的

160 多个零部件基本实现全配

套。冰箱、冷柜年产能达 1600万

台，冷藏保温车年产能达 2万辆，

占据全国同行业的半壁江山。

拥有万宝、澳柯玛等 20余个国内

知名品牌。被中国轻工业协会、

中国家电协会联合授予“中国制

冷设备产业基地”。

民权基础完善，环境优越。

以“一城一区一廊”建设为总抓

手，一个功能完善、生态优美、宜

居宜业的现代化城区框架已经

形成。民权着力打造“低成本、

高效率，无干扰”的发展环境，努

力营造“尊商、爱商、富商、安商”

的发展氛围，已成为投资的热

土，创业的宝地。

热烈祝贺2015河南·民权首届制冷装备博览会11月7日—9日隆重举行！

省委书记郭庚茂到民权高新区企业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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