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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市产业集聚区是河南省二星
级产业集聚区，曾经荣获全省“十快”
集聚区称号;规划面积 13.35 平方公
里，距离郑州中心城区 14公里、航空
港区 15 公里，2015 年新密市产业集
聚区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315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150亿元，五年累
计 完 成 投 资 485 亿 元 ；从 业 人 员
33000人。

近年来，新密集聚区围绕打造“品
牌服装之都、装备制造基地、生态宜居
新城”的发展定位，成功打造了品牌服
装、环保装备制造两大特色产业集群。

近年来，新密依靠集聚区战略，转
型升级步伐，培育了服装和环保两大
百亿产业集群，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
的背景下，新密却焕发出勃勃生机。

“两大产业”夯实基础

新密集聚区最成功的服装产业，是
我省为数不多的成衣制造集群，承接了
整个郑州周边的服装制造企业，规模庞
大。

当前，该区服装产业不但辐射全
国，还出口到亚洲、欧洲、美洲等 20多
个国家和地区，曲梁西裤、板裤的产销
量占据全国同类产品市场的 1/6，是

“扬名全国”的百亿产业集群。
除了服装制造产业，新密市在产业

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中，大力发展环
保产业，2013年新密市政府与浙江大
学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
产业集聚区成立了环保装备产业技术
研发中心及人才培养基地，环保产业已

成为新密市发展的重点产业和重要的
经济增长点，涵盖了环保产业关键技术
研发、机械设备制造、零部件配套等，包
括工业废水废气处理技术及装备、水处
理剂材料及设备、生活垃圾渗滤液处理
技术及设备、土壤污染治理等领域，产
业集聚雏形基本形成。

截至 2015年年底，产业集聚区签
约落地项目118个，在建亿元以上项目
26个，其中，环保产业包括信达环保、
康宁特二期、泰洱国际太阳能等 10余
个亿元以上环保装备产业项目。

服装产业“趁势崛起”

新密服装产业可以说是年年有亮
点，天天有变化。

记者了解到，郑州泛美（五朵云）服
饰有限公司作为河南省成立最早、规模
最大的男装生产企业，2003年将生产
厂区迁至河南新曲服装产业园区，是第
一家进入产业园区投资建厂的服装企
业，以此拉开新密服装行业升级的序
幕。

以五朵云为起点，新密初步形成了
以“渡森”“缘宝路”“法亿利”等郑州本
土自主知名品牌为代表的裤业服装企
业群。

2013年以来，新密抓住东南沿海
服装产业转移和郑州市中心城区批发
市场外迁的有利机遇，不断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着力推进品牌服装产业集群集
聚发展，曲梁的服装产业实现新的飞
跃。其中，赛蘭服饰、斐格利亚服饰、菲
澜服饰、烟花烫服饰、名妹服饰、铭鸿一
族服饰等20多家拥有自主品牌的服装
生产企业先后入驻产业集聚区，服装产
品也由原来的单一的西裤、板裤升级为
品牌时尚女装、男装，为曲梁的品牌服
装基地建设增添了新的活力。

截至 2015年年底，产业集聚区已
入驻服装生产企业 86家，从业人员 2
万多人，年产服装9000余万件，产值近
100亿元，“品牌服装之都”初具规模。

同时，随着大学路的南延，新密已
经成为最佳的投资热土和“以商招商”
的典型，记者在集聚区看到，区内重点
项目锦荣服装创意园总投资 38亿元，
总占地1200亩，规划有标准化厂房区、
设计研发区、服装文化展览区、商务服
务区，以及各种商务配套设施。目前，
项目已建成 75栋 32万平方米标准化
厂房，吸引斐格利亚、妙彩以纯、旗帜服
饰、盛装风月服饰（烟花烫）、名妹服饰
等近 60 家服装及上下游生产企业入
驻，提供就业岗位8000多个。

像锦荣服装创意园项目一样，还有
同赢企业总部港、中金服装孵化园、风
尚芯城服装园、香港迅捷服装产业园、
金盛服装商贸城（轩辕孵化加速器）等
一批投资 10亿元以上的龙头企业、基

地型项目先后落户园区，为承接服装产
业转移及推动服装产业发展注入了强
劲动力。

其中，同赢企业总部港截至目前已
建成14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小神童、
宝贝在线、英格贝贝等 68家知名孕婴
童服装品牌企业先后签约入驻，带动了
46家企业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为周
边提供就业岗位近千个。

“行业触网”开创新天地

“互联网＋”为新密服装腾飞插上
了翅膀。

围绕国家“互联网+”发展战略，新
密集聚区以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
为主线，创新服装产业线上、线下营销
新模式，强力推动品牌服装产业向绿色
智能、信息科技融合发展。

一是借助同赢企业总部港、金盛服
装商贸城（轩辕孵化加速器）、盛装风月

服饰（烟花烫）等电子商务平台，整合资
源、共享信息，全面升级传统生产链和
流通链，形成虚拟经济综合体，缩短运
作周期，降低生产成本，实现快速盈利。

二是联合国内外知名电子商务企
业，努力培育品牌服装电子商务拳头产
品，积极促成创新创业综合体、同赢企
业总部港项目、轩辕孵化加速器与电商
巨头阿里巴巴、颐高集团、天涯若比邻
网络信息服务公司等达成合作。

在着力构建品牌服装产业全区域
供应链的同时，加强与国内外物流行业
龙头企业的对接合作，着力构建品牌服

装产业全区域供应链，引进“四通一达”
物流公司建立快递物流服务平台，引进
投资15亿元的世界500强普洛斯集团
国际物流园、12亿元的中澳现代服饰
鞋业物流园、10亿元的万力物流园等
项目入驻产业集聚区，有力促进了服装
产业的协同经营一体化发展。

“未来，我们将以打造百亿级服装
产业新城为发展重点，抓好招商引资和
项目建设，不断提升集聚区在融入郑州
对接空港中的桥头堡地位，使新密市产
业集聚区脱茧成蝶，铸就新的辉煌。”新
密市市长张红伟说。

新密：双百亿集群“风景独好”
——服装+环保实现双轮驱动

◀郑州康宁
特环保装备科技
标准化生产车间

◀溱水湾社区

▶郑州菲澜
服饰有限公司场景

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马懿（左三）视察新密市产业集聚区

核心提示

□本报记者 申明贵

11 月 25 日，创新陶融（香）型
酿造工艺提高酒体融合度的研究
与应用项目成果鉴定会，在位于北
京市的中国酒业协会6楼会议室召
开。这次会议是中国酒业协会第
一次在协会会议室为一家企业举
办技术项目鉴定会，同时也是第一
次汇聚国家食药监总局食品安全
一司巡视员陈传意，中国酒业协会
理事长王延才、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宋书玉，江南大学副校长徐岩，以
及中国食品发酵研究院、中国轻工
业联合会、贵州省轻工业科学研究
所等国内顶尖专家团队的一次高
规格的技术项目鉴定会！

会议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
技办处长刘晶晶主持。仰韶酒业
白酒博士后研发基地技术精英、
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葛向阳博
士作项目成果汇报，总结了陶融
（香）型“九粮、四陶、多香融合”的
白酒工艺特点，明确了“雅、醹，
融”的陶融（香）型白酒质量风格
特征。

专家认为
陶融型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在本次鉴定会上，专家组通过
对项目的论证以及酒体的品评一
致认为：项目研究了多种粮谷、多
种糖化发酵剂、陶泥发酵容器、生
产工艺及参数对仰韶陶融型酒体
融合度的影响，创新性构建了以九
种粮谷为原料，大曲、小曲、麸曲为
糖化发酵剂，融合后进入陶泥发
酵，形成了独特的多香融合酿造工
艺。

项目首次提出了白酒融合度
概念，并建立了陶融型白酒融合度
质量等级标准，清晰了影响白酒融
合度的关键风味物质及形成陶融
型独特风格的主体风味物质，形成
了以“雅、醹、融”为特点的无色或
微黄透明，香气典雅，甜醹柔润，自
然协调，回味绵长为风格的陶融型

酒体感官评价。
鉴定委员会认为，项目总体技

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一致同意通
过鉴定。

匠心坚守
仰韶十年磨剑为“陶融”

臻美的品质、独特的味蕾、典
型的风格……许多人或许都会有
这样的疑问，代表豫酒板块的“陶
融（香）型酒”是如何一步一步被确
定的呢？

2006年，仰韶成立了以中国白
酒泰斗沈怡方为名誉组长、河南省
食品研究所原所长刘建利为组长
的芝麻香型科研小组，开始进行对
豫酒板块白酒风格的研发工作。

2008年，仰韶酒业芝麻香型科
研小组的工作进展有了重大突破，
河南省第一瓶芝麻香型白酒在仰
韶问世。

2009年，经“陶泥发酵、陶甑蒸
馏、陶坛储存、陶瓶盛装”四陶工艺
酿造成的仰韶彩陶坊酒上市。

2013年 8月，江南大学酿酒研
究中心河南分中心落户仰韶。

2013 年 8月，仰韶酒业“九种
粮食、四陶工艺”酿造的个性化白
酒通过中国白酒权威专家组的评
定，豫酒板块无独立自主香型的局
面被打破，陶融（香）型成为豫酒板
块新名片。

2015年 3月，河南首个白酒博

士后研发基地落户仰韶。
2015年6月9日，“河南博士后

研发基地陶香型白酒科研项目开
题仪式”在仰韶酒业举行。

2015 年 11 月，由技术出身的
仰韶酒业董事长侯建光任组长、主
抓酿酒生产的仰韶酒业副总经理
郭富祥任副组长的质量安全追溯
体系领导小组成立。

2016年 4月，由仰韶酒业技术
团队创作的《仰韶超高温大曲发酵
过程中微生物变化的初步分析》论
文被授予“2015年度中国酒业协会
科技进步优秀论文奖”，填补了此
豫酒奖项空白。

2016 年 10 月 14 日，“河南省
白酒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工作
座谈会”在仰韶酒业举行。会议期
间，仰韶酒业建成的河南首个白酒
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被作为案例进
行探讨与推广。

2016年 11月 16日，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监管
一司巡视员陈传意、处长聂大可、
副主任肖杨一行走进我国白酒质
量安全追溯体系首批试点单位仰
韶酒业进行调研。

从 2006年对豫酒板块风格进
行探索，到2009年彩陶坊诞生，再
到 2016 年 11 月 25 日创新陶融
（香）型酿造工艺提高酒体融合度
的研究与应用项目成果成功通过
鉴定，仰韶酒业十年磨剑，匠心铸
就豫酒荣光！

首提白酒融合度概念,陶融型白酒质量风格北京确立。专家一致认为：

仰韶陶融（香）型项目总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国内顶尖专家共话“陶融”

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 王延才

融合度 有高度
这个项目，特别是后面的提高酒体融合度，

我是非常认可的。“陶融（香）型”，它在这个“陶”
与“融”两方面上，都是下了大功夫的。从陶泥
发酵、陶甑蒸馏、陶坛储存、陶瓶盛装，到九种粮

食酿造、多种香型融合，这些特色都是融在里面的，这个有高度。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原副院长 熊正河

“跨界融合”是创新，更是引领
用现在时髦的一句话讲，这个项目的核心叫

“跨界融合”，实际上是酒界多种香型的一种融合
与探索。在工艺、原料、微生物、酒体和在文化的
品鉴上，也有很多的亮点。在用现代技术对传统

工艺进行诠释，同时在传统工艺创新方面，有新的突破。这对豫
酒的传承发展和创新，有非常好的引领作用。

中国酒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宋书玉

近年来，通过对酿酒产区的深入研究，发
现它与流域有很大关系。以黄河为例，中上游
主要以清香为主，中下游则是香型融合的一个
发展趋势。仰韶酒业作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

一个典型代表，通过这个项目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概念——“融
合”。大家都知道，对酒体风格产生影响的除了工艺，还有发酵
设备，仰韶的“陶泥发酵设备、九粮酿造、功能微生物”是它的三
大亮点。

工艺、设备 突显“融合”

贵州省轻工业科学研究院原所长 黄平

今天的项目方案把仰韶彩陶坊酒体风格的
独特之处解释清楚了。“九粮原料、四陶工艺、多
香融合”，这样的一个酒体现在受到消费者的青
睐与认可，可以说是这个项目的成果显著。下一

步，仰韶酒业要向消费者去清晰表达，这个香型是有传承的，它
出自于仰韶文化。

风格独特 更要清晰表达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 刘友金

白酒产品的风格主要是在工艺，这个项目
的工艺研究讲了一个核心点“陶”，这是有别于
其他酒品的独特之处。在酿酒微生物研究方
面，江南大学是走在前面的，他们与仰韶酒业

的实践结合得很好，从整个技术报告来看，应该是下了很大的功
夫。另外，这个酒我品了一下，具有“雅、醹、融”的风格特点。

“陶”是融合工艺的核心

仰韶酒业研发的这种个性化的酒体风格，是
一种开创。“陶融（香）型”这个名字，真实地反映这
种香型酒的酿造工艺和风格，这是关键。这个“融”
字有它独特的文化含义，它融入儒家文化的中庸，

道家文化的天人合一，佛家文化的超然，融合了中国当下蒸馏白酒
“浓、清、酱、芝”等几大香型的精华为我所用，并形成自己的独到之
处。这个独立的香型叫“陶融（香）型”，我认为是可以的。

国家食药监总局食品安全监管一司巡视员 陈传意

陶融（香）型 是一种开创

江南大学副校长 徐岩

这次鉴定会，把仰韶酒业这么多年孜孜不倦
的“工匠精神”，上升到了一个科学的高度。彩陶坊
酒，在中国白酒界形成了许多独特的地方，这些独
特的地方包括“多粮酿造，陶、泥结合的发酵容器，

以及浓、清、酱、芝等香型的有机结合”，体现出了“融合、协调”的特
征，这也是这么多年来仰韶酒品品质能得到市场认可的一个重要
原因。我认为，这些原因通过今天科学鉴定把它加以科学化的描
述并得到行业的认可，是这场鉴定会的主要价值。

陶融项目 获权威认可
河南省酒业协会总工程师 赵书民

在本地自然条件下，选用适合自身酿造需要
的优质原辅材料，将传统酿造技艺和现代生物技
术相结合，在秉承长期实践形成的科学操作习惯
下，生产出来的具有明显地域风格特征的白酒。
该产品具有良好的适口性，符合人民的消费习

惯，并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等因素，使其他同类产品难以复制。应
该说，这个项目给河南酒业树立了典范、树立了榜样，对全国其他
企业的风格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仰韶风格研究 树立豫酒榜样

□本报记者 李保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