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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证之旅——
从“问号”到“叹号”

6月15日，2016年中国（河南）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论坛考察团来到许昌，专程就
民营经济进行参观考察，学习交流。在一
天的实地考察中，他们带着“问号”而来，却
被许昌民营企业蓬勃生机和发展实力所震
撼，又带着诸多感悟和思考离开。

从郑州出发之前，民建浙江省委会副
主委徐育斐的脑海里疑问连连：许昌，一
个被称为“河南的温州”的城市，究竟是什
么模样？许昌民营企业的规模有多大，实
力怎么样？

在黄河集团的金刚石合成车间，柔软
的石墨在2700摄氏度的高温中被“千锤
百炼”，经过“脱胎换骨”，变成了世界上硬
度最高的金刚石。黄河集团副总经理胡
新英信心满满地向考察团成员介绍，“我
们的宝石级大单晶及片状金刚石产业化
项目，年产首饰用大单晶 168万克拉，年
产值有望突破百亿元，为‘黄河’的可持续
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在森源集团世界上先进的钣金柔性
智能加工车间，徐育斐看到，偌大的生产
车间不见工人身影，生产线全部由机器人
集成控制，冲剪弯、焊接、堆垛等工序一气
呵成，实现快速、精准作业。科技之新、效
率之高让人叹为观止。

金汇集团的不锈钢产业生产车间里，
被常人视作垃圾的废旧不锈钢，经过分
拣、切割、打包、压块等程序，送入1700摄
氏度高温的转炉内，熔炼成再生不锈钢
板，进而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和民用产品。
正在建设的金汇·晟丰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80万吨精密不锈钢连轧项目，由中德企
业合作建设，总投资10亿元，引进德国西
马克技术，是目前国内第四条、河南省第
一条六连轧生产线。

徐育斐脑海中的一连串的“问号”变
成了一个个的“叹号”。她感慨地说：“温
州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风向标’，你们
许昌同样有很多新的思路、好的做法，‘河
南的温州’名不虚传。”

成长之路——
从“草芥”到“森林”

上世纪 80年代初，许昌农民郑有全
开着一辆破旧货车，开始了他传奇般的创
业之路。经过 20多年的拼搏，他当初创
立的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制品专业公司，“头顶
时装”畅销北美、西欧、亚洲、非洲的40多
个国家和地区。

借助“互联网+”的风口创新转型，众
品集团从最初杀猪卖肉的“肉联厂”，发展
为冷链物流行业的一支主力军，如今成为
拥有冷链车辆 5900 余辆的行业“巨无
霸”，在全国56个大中城市实现了生鲜品
共同配送，在全球 19个国家和地区都有

“众品人”演绎的精彩故事。
没有石墨，却成为世界最大的人造金

刚石生产基地；没有石英和黏土，却成为
中国中部卫浴产业基地；不产一两金属，
却成为闻名全国的再生有色金属加工基
地；没有一家国家投资的国有机械加工企
业的基础，却成为全国最大的中小铸件机
械加工基地……从“萌芽初现”到“遍地开
花”，从“草芥之微”到“星光闪耀”，从偏居
许昌一隅到领行业之先，许昌的民营企业
不断成长壮大，升级蝶变，成为许昌经济
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突出优势和拉动许
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2015年，许昌民营经济总量占GDP
总重达到75%，分别比全国、全省平均水
平高出15个和1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非
公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4841.1 亿元，工业
增 加 值 1097.7 亿 元 ，分 别 占 全 市 的
89.5%、84.8%；注册登记的民营企业3.68
万家，占全市企业比重的87%；非公经济
从业人员 156.65 万人，占全市就业人数
比重超过70%，其中民营工业吸纳就业人
员占全部工业就业人员的90%。

许昌市委书记武国定感叹，民营经济
是许昌“十二五”快速发展的重要密码，是
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扩大投资的重要主
体、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增加就业的重
要渠道，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顶梁
柱”，也是我们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

创新之力——
从“跟跑”到“领跑”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许多企业举步维艰，但森源集团却交
出了一份耀眼的成绩单：近3年实现销售
收入分别为：106亿元、186亿元和220亿
元，平均增速为37%。

“森源的灵魂是创新。”森源集团董事

局主席说，“森源集团20多年的高速发展
之路，就是不断的创新之路。”

森源集团创办时，只有4个人、10万
元的启动资金，如今已是涉足电气制造、
车辆制造、新能源、投资物贸四大板块、员
工近万人的上市集团。

凭借技术创新，森源从只能敲敲打打
干边角料活儿的私营小厂成长为电气制
造行业的“领跑者”；凭借商业模式创新，
集团的光伏变压器、箱变等产品呈现井喷
式增长；凭借管理模式创新，集团不到 3
年时间就成为国内混凝土行业最大的第
三方物流现代运输企业……森源腾飞，创
新为翼。

善于创新、敢想敢试、敢闯敢干，使许
昌的民营企业家一次次抢抓发展的先机。

为打破国外技术壁垒，黄河集团 20
年前就组织了汇聚全国最高端专家团队
的“百人专家组”，成功研制出了具有世界
先进水平的六面顶压机，彻底打破了我国
中高品级金刚石依靠进口的局面。

国务院推动互联网＋、支持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政策出台后，鲜易控股公司
立即对上万名员工全面动员，探索出了

“双创、四众”新模式，成为全国“互联网＋
冷链物流”的标杆企业。

“许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推动企业达
到了国家队水平。”许昌市市长胡五岳说。

森源电气先后与俄罗斯、韩国、法国、
德国和西安交大合作，共同建设高科技电
气研发平台；新天地药业和国内知名大学
和科研院所建立了产学研关系，做到了关
键技术生产一代、储备一代、研制一代，使
产品技术始终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豪丰机械，一个坐落于偏僻小镇的民
营企业，竟然拥有国内同行业唯一的院士
工作站。“我们和罗锡文院士合作的第一
年，就利用他们提供的技术推出了国内领
先的产品，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而且为
公司创造了数千万元的利润。”董事长刘
少林说。

敢为人先的勇气，善于创新的胆魄，
使许昌的民营企业由小到大、由大渐强，
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成就了

“许昌制造”的产业传奇。

蝶变之门——
从“草根”到“精英”

森源集团董事局主席楚金甫、众品
集团董事长朱献福、黄河集团董事长乔
秋生等人，他们年龄不同，涉足的行业各
异，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清华大学
EMBA学员。

“学习的差距=发展的差距。在知识
‘大爆炸’、信息更迭不断加速的社会大背
景下，不学习就没有能力创新，不学习就
无法跟上时代步伐。”朱献福说。

像这些在各自行业声名卓著的企业
家一样，个人忙充电，企业忙转型，用新知
识、新理念来凝聚经济转型升级“动力
核”，已成为许昌市一道新的风景线。

5月28日，长葛市出资100多万元的
清华大学长葛市企业综合管理培训班开
班，请 70 多名企业家在家门口上“清
华”。从2012年开始，每年全市经济工作
表彰大会发给优秀企业的“奖品”，都有清
华大学工商管理高级研修班为期一年的
进修名额。

“在转型升级的十字路口，长葛市把
‘人’看作最重要的因素。”长葛市委书记
刘胜利说，“从2012年起，长葛市与国内
外知名高校合作创办高端研修班，启动了

‘企业家能力再造工程’，每年用于企业教
育培训的投入超过1000万元。”

清华大学工商管理高级总裁班、管
理创新高级研修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学——河南长葛企业高层主管培训班等，
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合作创办的一批高端研
修班，在长葛“扎堆儿”开班。仅2015年，
长葛参加MBA培训班的学员就达3100
多名，两年来参训企业家达3.2万人次。

高端专家的指点迷津、技术引领，使
长葛市的许多民营企业家由“小富即安”
的创业草根变成了“放眼世界、永不满足”
的行业精英，越来越具有大家风度。

“以前，我们只盯着长葛的‘一亩三分
地’，不看‘许昌地图’，少看‘河南地图’。”
一位民营企业家说，“但现在，我们不仅常

看‘全国地图’，更经常对着‘世界地图’思
考，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审视、定位企业
的发展。”

发展之匙——
从“搭台”到“清障”

森源、黄河、众品等大企业在业内声
誉鹊起之后，全国各地招商引资的各级政
府官员频频到访，争相招徕这些“金凤
凰”。但这些企业的根始终牢牢扎在许昌。

楚金甫说：“我到过全国很多地方，但
还是觉得许昌的环境最好。”

他说，长葛市委书记刘胜利和市长尹
俊营的办公室，他基本上没去过，因为根
本没有必要。“每周六、周日，市委书记、市
长都会到企业走访调研，这在长葛已经成
为一种制度。企业有需要协调解决的问
题，书记、市长立即现场办公、当即解决。”

“哪里有参天大树，它的下面必然有
一片沃土。”楚金甫说，“许昌有这么好的
创业环境，不做点事还真不好意思。”

刘胜利说，长葛市委、市政府把自身
定位于民营经济的“守夜人”、“搭台者”和

“清障手”，着力为民营经济发展搭建广阔
舞台，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一片“碧水蓝
天”，全方位为民营企业发展开路清道、加
力助推。

经过 10次“瘦身”，许昌审批事项由
10年前的1822项精简至如今的98项，行
政审批事项全省最少。深圳裕同集团入驻
后，从规划设计、项目布局、设备进驻、安装
调试到投产运营，只用了短短 3个月时
间。森源、黄河等企业重点项目建设，均实
现当年征地建设、当年投产运营，创造了令
人瞩目的“许昌速度”、“长葛速度”。

自 2013 年开始，许昌市累计拿出
3000多万元，对优秀创新型企业、创新型
企业家和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进行重奖。
真正让企业家创业上有底气、政治上有荣
誉、社会上受尊重。

5月23日，许昌市向社会发布了雄心
勃勃的“英才计划”，“十三五”期间，将拿
出不少于 15亿元设立“许昌英才基金”，
力争引进培育 50 个创新创业人才（团
队），1000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这样的政策红利，将使许昌的民营
企业家如虎添翼，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
武国定说。

建设一流“软”“硬”环境，注重人才培
育和科技引领，打造创业创新沃土，让民
营经济的活力、民营企业家的智慧得以充
分展现，许昌民营经济发展由此开启了风
驰电掣的“加速度”。

跃升之机——
从“潮起”到“扬帆”

火热的6月，比温度更高的是许昌推
动民营经济发展的热度——

6月13日，许昌市召开高规格的民营
经济发展座谈会，履新刚刚“满月”的市委
书记武国定、市长胡五岳出席会议，发出
加快发展民营经济动员令：全市上下进一
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凝聚合力，真抓实
干，唱响民营经济发展主旋律，让创新创
造的活力竞相迸发，创业创富的源泉充分
涌流。

为什么要吹响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
新“号角”？许昌的决策者作了如下阐释：

许昌经济发展，活力在民营、潜力在
民营、希望在民营。“十三五”时期，许昌要
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必须把民营经济发展
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在经济下行压力增
大、“爬坡过坎”的当下，许昌要“稳增长、
保态势”，更需要解放思想，加压奋进，推
动民营经济步入快车道，跃上新台阶。

许昌市委、市政府清醒地认识到，虽
然民营经济成了许昌的“金名片”，但向

“内”看，存在“数量多、骨干少”和发展不
平衡的结构性瓶颈，存在“不敢”、“不愿”
与民营企业打交道的畏难情绪；向“外”
看，与沿海地区相比，在经济总量、产业层
次等方面还有一定差距，只有坚持问题导
向，居安思危，永远保持改革创新、拼搏奋
进的“精气神”，才能为打造民营经济升级
版注入新动力、新活力。

在这次会议上，武国定强调，许昌市
要旗帜鲜明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理直气
壮地帮助民营企业家成长，着力破除一些
党员干部思维中“不想”、“不敢”、“不善”、

“不会”与民营企业家交往的误区，开创政
商关系新局面。

这样的表态，让许昌市的民营企业家
们异常振奋。

楚金甫说:“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倡导
真正重视民营经济，放手发展民营经济，
为我们民营企业家吃了‘定心丸’、打了

‘强心剂’，许昌的民营企业一定会迎来新
的春天！”

“潮起正是扬帆时”。以大气魄谋划
新跨越，以大手笔推动新发展，“许昌号”
民营经济巨轮，正在“春天里”砥砺奋进、
全速前行！

本报讯（许昌观察记者 董学彦 通讯员 席亚举）许继智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接到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排产
通知单，该公司生产的KED型直流牵引供电成套开关及保护
设备可以投产。这是我省首套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地铁
1500V直流牵引供电系统，标志着我省高端轨道交通装备领
域实现新的突破。

直流牵引供电系统为列车提供直接动力和安全保护，确保
列车不意外停电或电路发生故障时及时断电，是地铁的“动力
源”和“保护器”。随着国内地铁建设高峰的到来，地铁直流牵
引供电成套开关及保护设备国内的需求量成倍增加，但该设备
核心技术被国外垄断，需要大量进口且造价高昂。掌握地铁直
流牵引供电核心技术、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直流牵引供电
系统关键设备国产化，对于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具有
重要的战略意义。

2014年开始，许继智能与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联合
开展“智能型地铁直流牵引供电开关及保护设备”科研项目。
该项目被河南省科学技术厅列为2014年科技攻关计划项目，
项目的核心产品也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列入战略性新兴
产业《轨道交通智能供电及安全设备》产业化项目。

2014年 12月，许继智能研发的首套产品在郑州市轨道交
通1号线凯旋路牵引站试运行，经过国家级检验中心的型式实
验、中铁电气化局电气实验室的现场试验以及一年来地铁现场
的运行考核，该产品能够完全满足地铁供电系统的需求，可完
全替代进口产品，对于推动核心设备国产化、发展民族高端供
电产品具有重大意义。

本报讯（通讯员 焦永生）6月 20日，许昌供电公司由主业、
集体企业、社会力量构成的迎峰度夏配网抢修三级梯队组建完
成。165名配网应急抢修队员将随时应对各类配网设备突发事
故，确保度夏期间配网可靠供电。

今年夏季，许昌电网用电形势必呈现出“总体供应平稳、
备用容量略有剩余”的特点。预计今夏许昌电网网供最大负荷
215万千瓦，最大供电能力230万千瓦，备用容量15万千瓦，总
体上满足负荷需求，但配网仍面临着区域性、时段性供电紧张
局面。

面对今夏配网负荷现状，许昌供电公司以“应急抢修不过
夜”为目标，加强配网抢修管理，组建了由主业、集体企业、社会
力量165名抢修人员构成的配网抢修三级梯队，设立抢修站点
8个，配备抢修车辆22辆，应急发电车3辆，应急配变10台，抢
修人员165人，保持全天不间断值班，随时处理度夏期间配网
出现的各类问题；许昌供电公司还建立了网格化分区抢修网
络，实行配电人员、配网抢修指挥联动协商机制，进行联合故障
研判，快速判断故障类型及故障点，及时消除设备运行故障，最
大程度缩短故障停电时间。

为满足应急抢修物资需求，该公司还建立市县资源应急共
享机制，建立备品备件库，列出省市县三级库存物资清单，各级
物资供应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保证各类调修物资快速调配，
确保故障在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本报讯（通讯员 郑志磊 张飞扬）近日，襄城县电子商务产
业园暨阿里巴巴农村淘宝项目正式开业。

“刚试营业6天，我的淘宝店已经实现近5万元的营业额。
市场潜力真的很大，这也让我更有信心做下去。”阿里巴巴农村
淘宝襄城县汾陈乡赤涧傅服务站站长付东旭捧着刚颁发的铭
牌，满心欢喜。

2016年是襄城县电商发展年，襄城县也是阿里巴巴农村淘
宝项目在许昌市的第二个试点县。通过该项目的启动，襄城县
积极实施互联网+农村、互联网+农业战略，致力打造智慧农村
建设，努力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和电子商务跨越发展。

据了解，阿里巴巴农村淘宝襄城县项目从4月12日正式启
动，仅用时2个多月，就高效率地完成了合伙人招募、培训，村服
务点选址、装修，第三方物流进驻等一系列工作。项目启动后，
阿里巴巴集团还将进一步加快第二批合伙人的招募，2016年计
划设立50个村级服务站，到2017年底，襄城县将完成150个村
级服务点的设立，2018年争取达到200个，服务范围覆盖全县
所有行政村，打通从县到村的物流通关，将襄城县打造成为阿
里巴巴农村电商战略的典型示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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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草芥”到“森林” 从“跟跑”到“领跑”

“河南的温州”为何长盛不衰
从二十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发轫，许昌民营经济经历二十世

纪90年代的改制、壮大，再到二十一世纪的快速发展、转型升级，在不

断“蝶变”中形成了活力与魅力兼具的“许昌现象”。

2003年4月，《河南日报》一组“河南的温州在许昌”系列报道，让

许昌民营经济蜚声中原。13年过去了，许昌的民营经济依然高歌猛

进，全省“中国民企500强”数量最多的省辖市是许昌，全省民企年营

业收入超百亿元数量最多的省辖市也是许昌，在河南民营企业十强榜

中，同样是许昌位居第一……

从“草芥”到“森林”，从“跟跑”到“领跑”，许昌，为何能成为民营经

济的沃土，“河南的温州”为何长盛不衰？

黄河集团金刚石选型车间一角 张松桥 摄

森源电器生产线上的机器人 张松桥 摄

6月 19日，当日，河南省许昌市最高温度达到34℃，该市
各条经济战线，很多平凡的普通劳动者依旧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上，为经济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图为劳动者在许昌市中原
国际大酒店170米高的塔楼施工现场。 牛原 摄

高温下的劳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