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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连斩获“河南省 2012、2013年
度十强产业集聚区”“河南省 2014年度
先进产业集聚区”“河南省二星级产业
集聚区”等荣誉后，孟州产业集聚区继
续创造新的业绩。

今年上半年，该集聚区规模以上
企业完成营业收入 312.6 亿元，同比
增长 9.3%；1~7月份，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161.1亿元，同比增长33%，位居全省
第二。

三大产业蓬勃发展

提起孟州，不得不提当地的龙头企
业——中原内配和隆丰皮草，以这两个
龙头企业为依托，孟州产业集聚区打造
两个“世界第一”，叫响全省。

中原内配以年产各类气缸套近
5000万只，轴瓦5000万片，占据全球市
场15%以上的产销量而位居世界第一；

同时，在隆丰皮草的带动下，孟州也成
为全球最大的，覆盖羊皮、牛皮全产业
链的高档皮革制品生产基地。

今年以来，孟州产业集聚区围绕装
备制造产业，鼓励企业加速升级更新关
键环节生产设备，进一步巩固提升了本
土骨干企业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扩大
提升了龙头企业的吸纳集聚效应。相
继引进中原吉凯恩船舶气缸套、嘉陵公
司三轮摩托车、中原活塞活塞环生产、
恒爱环保通风设备制造、格林沃特汽
车尾气净化器生产等 38个项目，目前,
该集聚区主导产品涵盖气缸套、活塞、
活塞环、轴瓦等系列。拓展了汽车大
灯、尾气净化器、汽车电源、摩托三轮
车、汽车关键零部件再制造等几十个
品种。

围绕毛皮加工产业，他们规划建设
了隆丰毛皮加工产业园和桑坡毛皮加
工产业园,使毛皮加工产业形成了“一
区两园”的新模式。毛皮加工产业园
区，重点依托隆丰皮草公司羊剪绒制品

产销量世界第一的优势，以生态鞣制、
品牌提升、高档制品、产业链延伸为主
要方向，进一步扩大提升孟州在全球毛
皮加工市场话语权；桑坡毛皮加工产业
园区，以整合本土优势加工资源，统一
规划、统一管理，以壮大毛皮加工产业
集群为发展方向。

近年来，孟州又培育了第三大集
群——化工产业集群，强化企业空间集
聚，力促企业抱团竞争，集群发展，规划
建设了专业产业园，在空间上将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集中集聚，形成了以金山化
工等为龙头的产业集群，吸纳集聚了40
多家配套加工企业集中入驻产业园。

科技创新日新月异

孟州产业集聚区统筹推进企业创
新能力建设，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区域
创新服务能力和经济转型升级内生动
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他们成功创建了“河南省创新型示
范 产 业 集 聚 区 ”，建 成 了 德 国 莱 茵

TüV·孟州高新技术服务中心，建成 2
家院士工作站、3 家博士后研发基地、
10 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在英国、德
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设立海外研发中
心5家，有5家企业参与制定国家或行业
标准。

其中，集聚区大地合金公司的“精
密制造用纳米级碳化钨合金棒材关键
技术合作研究”项目为国际领先水平；
中原内配的“节能轻量化铝质合金气缸
套”“大功率柴油机低碳节能气缸套”科
技成果为国际先进水平；中原内配代表
行业组织编写了内燃机气缸套“十三
五”发展规划。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孟州也
是方兴未艾，他们依托孟州市高新技术
创业中心的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建成
孵化场地 5.3 万平方米，正在孵化企业
达40家，累计毕业企业16家，实现专利
46项、高新技术产品13项、科技成果转
化22项，争取各级各类政策性资金446
万元，完成专利申请量310余件。

第二届“青年豫商领袖成长论坛”举办

传承豫商精神，弘扬商业文明。
第二届“青年豫商领袖成长论坛”近
日成功举办。河南省豫商联合会会
长陈义初，共青团河南省委副书记李
建涛，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主席胡葆森，天明集团董事长姜明，
辅仁药业董事长朱文臣，中原银行党
委书记、董事长窦荣兴等出席了活
动，来自全省各地的 200位青年创业

者也参与了活动。
在本次活动中，河南龙丰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姬利强、中国宇华
教育集团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李花
等 10名企业家被授予青年豫商先锋
称号。大会上，获奖人物还集体签署
了“青年豫商契约”，向全社会做出了
诚信经营、反哺社会等承诺。

（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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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有色金属加工增长乏力
的情况下，我省最大的铝精深加工集
群——巩义产业集聚区交出靓丽答卷。

今年上半年，集聚区营业收入 335
亿 元 ，完 成 目 标 任 务 650 亿 元 的
51.54%，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7亿元，占
目标任务95亿元的49.5%；招商引资完
成 6.2 亿元，进出口创汇完成 1.1 亿美
元。

铝精深加工的豪华方阵

巩义集聚区是我国中部地区拥有
最完整产业链的“铝精深加工基地”，目
前，全区入驻工商企业 797余家，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98家（其中，铝精深加工
企业 32 家，电线电缆企业 52 家，其他
企业 14 家）；销售收入超亿元企业 42
家，上市企业 1家，拥有明泰、顺源、万
达、鑫泰 4 个销售收入超 30 亿元的铝
加工龙头企业。形成了以铝精深加工
和装备制造为主导产业，以汽车舰船轨
道交通用铝合金板、铝建筑装饰材料、
铝食品包装材料、印刷用铝基材、铝餐
厨用具、空调箔、电子箔、LED 灯具配
件为主的产品结构。

目前，全区年铝精深加工能力达
250万吨，2015年全区铝板带箔产量约
200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 1060 万吨的
20%左右，占河南省的63%左右。主导
产品中，电子箔占国内市场的 60%以
上，PS版基占35%以上，空调箔占30%
以上，基本主导全国价格定位，成为全

国最大的铝板带箔生产基地。

加速转型升级

为应对行业产能过剩的困局，巩
义集聚区加大转型升级步伐，2016
年，按照终端化、高端化、高效益方向，
谋划建设项目 40 项，总投资 89.86 亿
元。一是新上汽车、舰船用高强度铝
板带等高端产品项目；二是引导中小
企业，重点打造铝食品包装材料生产
基地、铝建筑装饰材料生产基地、LED
灯具配件生产基地三个终端产品生产
基地；同时，积极完善产业链招商，成
功引进了方舟电子科技公司LED灯具
配件，鑫泰公司 LED 线路板等 6 个项
目入驻工业园。

集聚区未来将围绕“两化一高”方
向，以建设“一区四基地”中国汽车轨道
交通轻量化先导区、铝食品包装材料生
产基地、建筑装饰材料生产基地、LED
灯具生产基地、电线电缆生产基地为载
体，打造“中国铝材·巩义智造”这一品
牌，努力实现建设“具有国际水平的千
亿级铝精深加工产业基地”的目标。

据集聚区相关人员介绍，2020年，
巩义集聚区将实现年产值超 1000 亿
元，利税 100亿元，其中铝加工业产值
超800亿元，全力打造超百亿“旗舰型”
企业4至 6家；积极培育销售收入超10
亿元“明星型”骨干企业 20家，上市企
业3至4家。

（本报记者）

巩义：“铝精深加工”精彩可期

走进河南百亿产业集群系列报道（11）

——孟州建设一流产业集聚区侧记

传统产业如何实现转型升级？老
区光山县交出了让人满意的答卷。

具有 30多年发展历史的光山“羽
绒产业”，在产业集聚区建设的机遇
下，实现了大跨越、大发展。目前，光
山已成为全国著名的羽绒材料集散
地、羽绒服装加工基地和羽绒制品销
售中心，并在全国羽绒产业创造了多
个县级第一：单一行业从业人数全国
第一，单一产品生产规模全国第一，缝
纫机保有量全国第一。

产业集群规模壮大

光山县县长王建平介绍，目前，光
山拥有规模羽绒服装企业 62家，占地
1平方公里的羽绒材料大市场经营门
店 500 余家，现场充绒户 1.2 万家，全
县共有15万人从事羽绒制品的生产加
工销售工作，年生产销售羽绒服、棉服
4000万件以上，年产值达60亿元。现
已形成以东方心典服饰、寒羽尚服饰、
光绒服饰等为代表的服装加工企业，
以阳光、鑫鑫、鸿鑫等为代表的绒毛加
工企业，以富邦非织造布为代表的无
纺布企业，以布鲁哈、白鲨为代表的针
布业构成的纺织服装及羽毛（绒）加工
为主导的全产业链条，产业集群发展
已具规模。

为不断提升羽绒产业综合竞争
力，提升品牌形象，光山县还组建了羽
绒行业协会，并成立服装加工企业、绒
毛加工企业、羽绒材料大市场、羽绒现
场订制、羽绒电商等行业分会，通过绘

制羽绒产业链条图谱，延链补链，培育
壮大羽绒产业集群。

今年年初，光山县委、县政府还创
建了羽绒企业创业中心，目前，该创业
中心已入驻 5家服装加工企业，1家家
纺企业，12家羽绒电商企业，1家快递
公司，入驻企业已安装缝纫机位 600
个，招录缝制技工 650 人，总投资近
5000万元，年计划生产服装100万件，
可实现产值2亿元。

“互联网+”助力产业腾飞

光山以首批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项目为契机，大力实施“羽
绒产业+电子商务”工程。建立健全了
县、乡、村三级电子商务运行体系，实
现了羽绒产业由传统经营到电商营销
的历史性嬗变。

他们成立了羽绒电商供货联盟协
会，由羽绒服装研发中心、10家生产企
业、50家羽绒电商及 1家视觉制作公
司联合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参与
新款服装的市场联销活动，此举既保
证了货源供应，也确保了产品质量，更
把光山的羽绒电商品牌推到了一个新
的发展高度。还建立了光山服装订单
管理大数据系统，实现数据资源的共
享和利用。

今年上半年，县政府通过招商，引
进了苏州茗阳阁科技有限公司落户光
山，投资建设了“光绒网”运营平台，平
台的成功搭建，将实现互联网+羽绒产
业的融合互动式发展。 （本报记者）

光山：羽绒产业强势崛起

孟州：“三大集群”焕发勃勃生机

虞城高新区是国家工量具
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建有国家
钢卷尺及五金工具产品监督检
验中心和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为推动工量具产业向高端
化、智能化、精密化转型升级，虞
城高新区结合现有产业基础，规
划实施了中国五金工量具产业
生态城。

该生态城按照国际第五代
工业园标准进行规划设计，占地
面积 2 平方公里，划分为研发
区、生产区、工作区、商务区和生
活区等5个功能区，建设院士工

作苑、博士工作站、技术合作处、
双创综合体、孵化车间、中试基
地、金属表面处理中心、多功能
展示和培训中心及相关生活配
套服务设施。规划目标为建成
河南省第一家高科技企业、财
团、技术、人才集聚的国家级高
科技产业生态园，建成中国五金
工量具研发、检测、生产和销售
的主要承载基地，最终成为宜
工、宜商、宜居的生态小镇。该
项目计划 2018 年年底前全部
建成。

（陈文河）

虞城高新区：
开建中国五金工量具产业生态城

近日，中原珠宝创新设计研
究院及珠宝品牌孵化基地——
中宝孵化器落户管城区。落地
管城后，该院将针对珠宝市场进
行专项的深度市场调研，及时采
集市场数据，对企业品牌创新变
革提出系统化的指导意见。同
时，针对国内珠宝设计创新能力
不足、珠宝产品同质化严重等问
题，研究院签约了国内外诸多著
名设计师，并在研究院成立工作
室，与国内多所珠宝院校展开深
度合作，在创新设计、专业人员

培养方面，为市场注入源源不断
的新鲜血液。

此外，中宝众创空间孵化项
目也已初具规模，未来将针对智
能珠宝创新研发、3D 珠宝打印
技术、多行业跨界合作等项目进
行大力引进，保证河南对珠宝行
业生产研发、设计创新、成果展
示提供全面的专业支持，未来将
以“创新，创意，创造”为立足点，
将管城区打造成为我国首个以
创新改革与专业研究为主的珠
宝产业集聚区。 （张锐）

中原珠宝创新设计研究院落户管城区

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确保养老保险基金安全运行

今年以来，开封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人社局坚持把“人脸识别”
认证作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
资格认证的主要手段，注重加强
硬件建设，科学组织，确保信息统
计准确。同时，该局城乡居保中
心加强与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
公安户籍等部门联系，严格抓好
数据信息比对，每年开展防冒领
稽核工作。

自 2015 年数据比对以来，
共查出重复领取 206人,追回重
复领取养老金 453527.67 元；已
领 取 其 他 养 老 保 险 待 遇 的 34
人，已办理了终止手续；死亡人
员多领待遇42人，追缴扣回多领
待遇金额 34691.27 元，确保符
合领取条件人员一个不漏、一
个不差。

（任沙沙 高金鹏）

11 月 8日上午，以“竞争力
与国际化”为主题的第四届郑州
服务业暨服务外包创新大会在
郑州盛大开幕。

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商业
联合会原会长张志刚，工业和信
息化部原副部长杨学山，国务院
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
原总经济师姚景源，中国服务外
包研究中心副主任梁杰等出席
会议，来自境内外知名服务外包
企业和河南省内高新技术、金融
等领域的相关企业、高校、科研
院所及培训机构的 400 余人参
加会议。

嘉宾云集纵论河南外
包产业

本次大会内容丰富，嘉宾
云集，大会上，商务部原副部
长、中国商业联合会原会长张
志刚，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
副主任梁杰，软通动力信息技
术(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
集团执行副总裁方发和，美国
PW 投资公司董事长、WeiTai
商学院执行董事、关岛华商会
副主席 Mark ZHAO分别发表
了“服务业在我国的地位与作
用”“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展
望”“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服务提供商的新机遇”“美国金

融人才培养和培训模式”等主
题演讲。

河南外包产业园董事长韩
坤介绍，之所以连续四届举办全
省规格的外包大会，旨在贯彻落
实《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高
成长服务业大省的若干意见》(豫
政〔2014〕42号)和《河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加
快 发 展 的 实 施 意 见》( 豫 政
〔2016〕39号)等文件精神,力求
抓住国际服务外包产业转移的
机遇，推动郑州市服务业快速发
展。

打造河南外包产业发
展高地

据韩坤介绍，目前，郑州市
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已初具规
模。截至 2015 年年底，郑州市
有各类服务外包企业 1000 多
家，涵盖业务流程外包、通信服
务外包、教育软件外包、金融服
务外包等，其中有离岸业务的服
务外包企业 180家，并拥有 5个
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园区。

韩坤说：“河南外包产业园
作为郑州市服务外包产业的重
要基地，园区不仅有汇聚信息技
术及外包服务的创业中心、行业
中心、研发中心，还是创业、创新
等‘新服务模式’的基地和温床，
能够为外包企业提供一揽子优
质服务。”

下一步，河南外包产业园将
面对全省180个产业集聚区，打
通整个行业里的上下游环节，形
成对创业创新者有空间、对转型
发展者有资源、对研发创造者有
产业链、对职能管理者有智慧源
的聚合园区，成为我省传统产业
转型的“助产师”和“加速器”。

——访河南外包产业园董事长韩坤

打造我省服务外包行业“发展高地”

近日，中原婚纱摄影城开工仪式
在新密市举行。

据悉，中原婚纱摄影城是郑州锦
荣在服装产业园基础上的又一力作，
位于新密的锦荣·衣天下产业园区，吸
引服装及上下游配套企业100余家，
解决就业1万余人，成为新密曲梁最
早、单项目规模最大、招商入驻企业最

多、人气最旺的“四最”产业园区。
锦荣服装创意园总经理常好炜

说：“中原婚纱摄影城致力打造一站式
婚纱摄影产销基地、批零基地，将对婚
纱摄影行业整合起到促进作用，相信
不久的未来，这里将成为中原婚纱摄
影行业的最佳发展平台。”

（汪军强）

全省民营经济宣传工作座谈会召开

11月 4日，全省民营经济宣传工
作座谈会在郑州举行。中华工商时报
社党委副书记、总编李忠春，省工商联
副主席赵纯武等出席会议，各省辖市、
省直管县（市）工商联分管宣教工作的
副主席或宣教部长及省有关新闻媒体
负责人30余人参加座谈会。

赵纯武在讲话中说，全省各级工
商联要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精神和我省第十次党代会精
神，把会议精神的学习宣传与推动工
作、促进两个健康相结合，把思想和
认识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重要部署
上来。 （王伟强）

中原婚纱摄影城盛大开工

近日，郑州高新区挂牌协会组织河南新三板企业赴深圳考察，据悉，
河南新三板挂牌企业已达到314家，成为河南创新的主战场 （安熠）

近日，赴空港跨境电商示范园的考察队伍络绎不绝，空港跨境是郑州航
空港区的免税店，有手表、化妆品、服饰等进口商品。图为空港跨境首席执
行官杨建国（前右二）向客商介绍空港跨境合作模式创新 （江朝博）

□本报记者 李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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