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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国定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许昌曾被誉为“河南的温州”，是我省县域民

营经济最活跃的地方。“十二五”期间，许昌综合实力跻身全省第一方

阵，GDP年均增长速度居全省第一,主要得益于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

今天，我们再次提出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绝不是凭空想象、草

率决定，而是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得出的正确结论。

民营经济是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市场经济主体。当前，全国

上下都在深入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民营经济既是“双创”的

实践途径，又是“双创”的必然结果，我们只有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才能让更多的人成为创业者、创新者。

从许昌发展实践看，发展民营经济是持续“十二五”良好态势

的必然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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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顶梁柱”，也

是我们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

实践证明，经济下行压力下，民营经济发展大有可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促进民营经济大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极为

重要的工作，是实现稳增长、保态势的“关键一招”。

发展民营经济，认识要到位，真正把民营经济摆到关系“十三

五”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谋划和推进；环境要宽松，努力为

民营企业发展创造一片“碧水蓝天”；负担要减轻，该减的必须一减

到底，该给的必须坚决给够，让更多的企业享受到党和政府的“阳光

雨露”、享受到政策的获得感；服务要跟上，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服务

意识，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让企业发展海阔天空；引导要正确，切实

发挥好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突出创新驱动树导向，围绕开放带

动引路子，紧扣产业联动促集聚，正确引导，促进民企转型发展。

在一定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就是企业家经济，一个地区创造力

和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有没有一批优秀的企业家队伍。对于民

营企业家，我们政治上要关心，发展上要帮助，培养上要用力，舆论

上要支持，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企业家队伍，着力培育催生一批超

百亿以上大企业集团。

真正重视民营经济，放手发展民营经济，要把握好“亲”“清”二

字，正确处理好新形势下的政商关系。亲，要体现在感情上，落实

到发展上，坦诚交往，相互扶持砥砺；清，要体现在操守上，落实到

法纪上，清白纯洁，不搞权钱交易。这两个字，既是规则，更是标

尺。我们要正确把握，明辨笃行，共同开创政商关系新局面，协力

构建风清气正“新生态”。

许昌经济发展的活力在民营、潜力在民营、希望在民营，加快民

营经济发展事关全局、意义重大。全市上下要瞄准先进、真抓实干，

推动更多民营经济的“生力军”尽快成长为改革发展的“主力军”，让

许昌创新创造的活力竞相迸发，创业创富的源泉充分涌流。7
——摘自中共许昌市委书记武国定在全市民营经济发展座

谈会上的讲话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整理）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本报通讯员 杨之甜

6月17日至19日，为期三天的2016中
国安阳首届纺织服装博览会在安阳国际会
展中心开幕。开幕当天，钓鱼猫、憨豆龙等
十家安阳本土纺织服装企业就被省纺织行
业协会授予“安阳市十大服装品牌”的荣誉。

“产业基础非常好，本地的服装企业
就有 4000多家，纺织服装生产能力非常
强。同时，安阳北关、汤阴、内黄三个纺织
产业集聚区比较集中，利于商家抱团发
展。”谈到该市纺织服装产业现状，安阳
纺织协会会长李艳玲一脸欣然。

守着纺织产业较好的基础条件，又有
政府的扶持，此次十大企业被授牌是否可
以看作是安阳纺织行业走向产业高端化、
特色化、品牌化发展的新起点？对于正在
蓬勃发展中的安阳纺织服装产业来说，下
一步又该何去何从？

安阳 有集群，缺龙头

提起柏庄生产的内衣，安阳市民无人
不知，但若问哪个牌子最有名气，却没几
个人能回答上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柏庄就已成为当地重要的内衣生产基
地。随着产业集聚区的建成和发展，安阳
柏庄纺织服装产业园区现有大大小小纺
织服装企业300多家。但遗憾的是，真正
能够说得出叫得响的品牌少之又少。

柏庄产业园区负责人指着一件展品
向记者介绍说，柏庄的产品定位本身就是
中低端。这样一件童装，样式十分好看，
但价格只有十几元，利润很薄。他说，很
多企业和工厂大多以作坊加工发展而来，
销售模式以批发为主，在电商平台上也是
B2B模式，只针对商户，不对个人。因此，
发展多年，柏庄产业园区的规模和产值虽
然不小，却鲜有知名度高的大品牌。

这种现象在其他产业园区也同样存
在。安阳内衣制造商家品牌众多，特别是
最近几年专攻婴童针织服装，已形成多个
产业集群，但像“童泰”“英式”这样能扬名
国内的高端品牌却不多。

说起品牌，汤阴春阳制衣有限公司生
产负责人彭宇无奈地说，目前安阳纺织服
装业仍然以中低档产品为主，行业特点就

是散而全，小而多，缺少有代表性的龙头
企业和大品牌，摊子铺得很大，但整个行
业缺乏系统性的规划。

据了解，目前，在安阳市登记注册的
纺织针织服装企业共有 4000余家，行业
自主品牌企业 3576个，其中制衣加工品
牌 1758个，诸如钓鱼猫、憨豆龙、叮当乐
园、华豫、华洋等稍有名气的品牌 300余
个。然而，正如彭宇所言，大多数“安阳
造”走的都是中低端路线，基本上混迹于
南方二三线城市和批发市场。

企业 有实力，缺观念

目前，安阳纺织服装产业已经在全国占
有一定市场份额，拥有固定消费群体，发展
趋于稳定。但是，随着国内消费市场向品牌
化、细分化、多元化方向发展，服装市场竞争
格局也在发生巨变，“童泰”“英式”“丽婴房”
等品牌异军突起，迅速占领了一席之地。安
阳针织服装产业此前奉行的跑量模式究竟
能否适应当前残酷的竞争，成了众多企业老
板最为关注和“头疼”的问题。

叮当乐园是安阳县鹏程针织内衣厂延
伸出的一个婴幼儿服饰品牌。近年来，该
企业凭借丰富的专业经验和先进的设备，
一直走在行业前端。但谈到企业未来的发
展走向，公司董事长张安顺面有难色。

“大多数像我们这样的企业都是‘闷
着头’发展，直到碰到瓶颈，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是缺乏品牌意识。”张安顺说。“都是

‘小作坊’起家，现在只不过是‘小作坊’变
成了‘大作坊’，再加上政府对行业也没有
一个严格的标准规范，大家只能硬着头皮
往前走，只要有利润就行……”

“品牌打造需要企业的前期投入及承担
相应的风险。但现状却是，许多企业根本没
有意识到或者对此毫不重视。”安阳纺织协
会秘书长李留长说，“许多企业老板认为，只
要有钱可赚就是皆大欢喜。至于企业将来
怎么发展，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和规划。”

把精力放在追逐眼前利益，满足于走
批量的“薄利多销”，忽略品牌的培养与推
广，因而缺乏高瞻远瞩的魄力和打造“龙
头”的勇气，这或许是安阳纺织服装产业
提档升级的一个“绊脚石”。

行业 再出发，当自强

在此次展会上，“钓鱼猫”名列安阳十
大服装名牌之首，其展区装饰得十分别
致，给客户免费发放的用户加盟手册和手
提袋也设计得别具一格。其展区里展示
的是“安琪诺尔”婴幼童品牌服装。公司
总经理罗女士介绍说，“安琪诺尔”是该公
司新近推出的一个品牌，主要针对0-3岁

婴童为主的中高端消费群体，营销方式主
要以加盟店为主，公司希望借此机会能够
把该品牌打入国内一线城市，走入崇尚品
质生活的新生代年轻家族群体。

“一方面要提炼自身的特色，搞清楚
自己适宜做什么，能做什么；另一方面还
要能看准婴幼儿针织服装发展方向，把新
的理念和技术融入自身经营中。”谈及品
牌塑造，罗女士深谙其中之道。

作为安阳纺织服装行业翘楚之一，钓
鱼猫多年前就如壮士断臂，果断砍掉利润
不错的批发业务，着重在品牌包装和品牌
培育、推广上下功夫，不仅年销售业绩早
早过亿，品牌知名度也快速上升。

“老板们要转变思想观念，把自己‘推’
出去。只有老板的品牌意识加强了，企业
的品牌才有可能打响。有了品牌撑腰，产
品的附加值才能提高上去，企业才能脱离
中低端现状，实现飞跃。”对于安阳纺织服
装行业未来的走向，罗女士有自己的见解。

如何突破安阳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瓶
颈，让“安阳造”涅槃重生？李留长认为，
品牌提升很关键。具体到当前就是要加
紧完善产业链，加强战略合作和品牌建
设，提升核心竞争能力，选择一批有竞争
优势、有市场影响力的自主品牌企业重点
培育，力争形成大众品牌、区域强势品牌
和国内知名品牌兼有的格局，带动安阳纺
织服装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7

□本报记者 徐建勋 本报通讯员 曹磊

6月 22日午后，记者驱车赶到新郑市八千乡邢庄村的民升
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时，正是一天中太阳最显神威的时候。郑
州市种子管理站专家何红华已经迎出合作社大门，正不停地抹
去额头上的汗珠。

天实在太热了。可放眼望去，每个日光温室的顶部都盖着
厚厚的棉被。这是干吗？简直是要把蔬菜捂死的节奏呀。

“小时候见过卖冰棍的吧？怕冰棍化了，都用个小被子包着
冰棍箱。”看到记者满脸的疑惑，何红华笑着解释说，“同样的道
理，我们这也是为了保持低温。”

作为郑州市的蔬菜新品种种植生产基地，不久前，这里举办
了一场蔬菜瓜果新品种现场观摩会。参展的1421个蔬菜瓜果
新品种分别来自中、美、以色列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家企
业，包括番茄、茄子、南瓜、黄瓜、甘蓝、花椰菜、西葫芦、西瓜、苦
瓜、辣椒、冬瓜、叶菜类等中原地区接受程度较高的蔬菜。

采访中，何红华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观摩会结束快10天
了，联系观摩、选种的种植大户、合作社负责人等还是络绎不
绝。”他笑着说，“没想到影响力会这么大。”

在一个温室里，记者见到一种长势“疯狂”的“番茄树”，几乎
触到两米多高的室顶。一串串粉嘟嘟的番茄个大鲜亮，层层叠
叠挂满“树”上。何红华介绍说，这种无限生长型抗TY（番茄黄
花曲叶病毒）粉果番茄，是来自以色列的新品种。这种番茄只要
光照、水分条件合适，就可以一直生长。果实个大且均匀，单果
重量可达200克以上，更重要的是这种番茄可以越冬种植，对保
障市场反季蔬菜供给很有意义。

看完“大块头”的番茄，何红华又带记者看“小块头”的冬瓜。
这种品种的冬瓜直径只有20厘米左右，上面覆着一层细细的绒
毛，显得“萌萌的”。“适应小家庭的需要，现在，冬瓜、南瓜、西瓜的
新品种都开始小型化，一个家庭一顿一个正好吃完，保证了新鲜和
口感。”何红华介绍说，通过蔬菜新品种种植、观摩，他们将选择出
品质、复合抗病性、抗逆性等方面表现出色的蔬菜新品种，在郑州
和周边区域推广种植。“有的种植大户已经订购了其中的一些品
种，预计今年10月左右，郑州市民就能吃到这些新品种蔬菜。”7

□本报记者 郭海方

6月 22日，注册资本5亿元的河南双
汇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宣布开业。这是漯河
市首家具有法人地位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也是我省第六家开业的法人财务公司。

双汇为什么要成立财务公司？其意
义和影响何在？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VS一般意义上的财务公司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是根据银监会规
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是指以加强企业
集团资金集中管理和提高企业集团资金
使用效率为目的，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
提供财务管理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与普通意义上的财务公司不同的是，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须经银监会批准设
立，作为企业集团内部的非银行金融机
构，可以开展产业链金融服务。省银监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财务公司在产业链
金融服务方面优势独特，如对企业集团
成员单位比较熟悉，可以依靠其在产业
链中的核心地位及对上下游的影响，将
风险降到最低；金融服务范围相对固定，
不涉及社会公众，不会将风险传导到其
他金融机构，等等。

正是基于以上特质，国家和我省对组建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一直持积极态度。至
2015年年末，我国共有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224家，资产规模6万多亿元，利润总额将近
600亿。此次双汇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成
立，不仅填补了漯河地区非银行类金融机
构的空白，也成为继宇通集团、平煤神马集
团、河南能化集团、一拖集团、天瑞集团等

五大集团成立财务公司之后，我省第六家
获准组建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法人机构。

成立财务公司
双汇究竟要弄啥

据统计，双汇集团下属 90多个子公
司，成员单位经济往来密切，资金流量可
观。但另一方面，有的单位资金盈余，未
充分利用；有的单位资金短缺，高成本融
资，资金无法集中统一使用的情况时有
发生。双汇集团总经理、双汇财务公司

董事长张太喜认为，组建财务公司，可以
实现双汇集团资金的集中管理，降低融
资成本，防范资金风险，提高使用效益，
并通过与银行的合作，更好地为成员单
位提供物美价廉的多元化金融产品。

“最主要的是双汇财务公司成立之
后，拥有向下游经销商放贷的权限。”一
位银行业分析人士说，风险控制到位的
话，可以将原来的“存款利息收入”变成

“贷款利息收入”，大大增加双汇集团财
务方面的收益。对经销商资金支持力度
的加大，也会有力促进其市场占有率的
增长。

扩充“金融豫军”
助推转型升级

注重资本运作是双汇集团做大做强
的重要法宝。2013年，双汇利用国际银团
71亿美元的资本，并购全球最大的猪肉食
品企业史密斯菲尔德公司，改变了世界猪
肉行业的格局；2014年，双汇整合中美欧
100多家所属公司在香港成功上市，募集
资金23亿美元。双汇集团、双汇发展董事
长万隆指出，双汇集团成立财务公司，为
进军金融行业开辟了新渠道，在企业发展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集团财务公司的性质只相当于集团
的内部银行，按照现行政策要求，供应链
上游的企业，并不属于“成员企业”，企业
的财务公司不能够直接放款，但可以联合
银行等金融机构满足其需求。开业当天，
双汇集团财务公司与中国银行漯河分行
等当地10家重点银行机构负责人分别签
署了财银合作协议，开展同业业务、票据
承兑与转贴现、理财等方面的业务合作。
张太喜表示双汇集团财务公司未来将和
盈利性较强的金融机构开展股权投资等，
财银合作必将更加深入。

集团财务公司可视为产业资本延伸的
最直接产物，是我省“金融豫军”的新兴力
量。“双汇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成立，标志着
双汇集团正式进入金融服务领域，走上产融
结合发展之路。这不仅是双汇发展史上一
次重要的战略转型升级，更是‘金融豫军’的
再次扩容。”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郭兴
方说，“产融结合，将进一步促进企业的转型
升级，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7

题图为双汇集团、双汇发展董事长 万
隆 本报资料照片

双汇进军金融业的背后

河南双汇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的成立，标志着双汇

集团正式进军金融服务领

域。这不仅是双汇发展史

上一次重要的战略转型升

级，更是“金融豫军”的再次

扩容，是以产融结合助推企

业转型升级、推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生动实践。

安阳纺织服装企业
如何列队再出发

把发展民营经济
作为“关键一招”

放手发展民营经济，
要把握好“亲”“清”二字，
正确处理好新形势下的
政商关系。

“菜篮子”又添新花样

图为在安阳纺织服装博览会开幕式现场，身着某品牌针织童装的小模特们正在T台走秀。 任国战 摄

“薄利多销”的跑量模式能否适应当前国内服装市场的残酷竞争？

守着纺织产业较好的基础条件，又有政府的扶持，迈步走向产业高端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之路——

何红华向记者介绍新品种番茄。 冯刘克 摄

风从基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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