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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的国礼，富有窑

变神韵的美丽钧瓷，从古香古色的神垕小镇出

发，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中大放异彩；放眼

世界求共赢，森源集团与德国魏德米勒公司签

订战略协议，在核电领域深度合作；一网连通

天下，瑞贝卡公司自建发制口跨境电商平台，

在欧美落子布局……

产品“卖全球”，产业“壮筋骨”，文化“走出

去”，许昌全面融入“一带一路”战略 ，持续扩

大对外开放，发展之路越走越宽。今年前11个

月，许昌出口总额13.67亿美元，位居全省第3

位，尤其是跨境电子商务逆势上扬，出口额达

到9.3亿美元，同比增长10.3%，增速在全省

名列前茅。

常住人口仅居全省第 10位的许昌，何以

成为排名第3位的对外贸易强市？他们抢抓

机遇合作发展的“密码”何在？在“一带一路”

的“合唱”中，许昌如何精彩“发声”？

贯彻落实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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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家门，迎进客人，怎么才能留住客人？
联盟企业超过 600家的沃特玛新能源汽

车产业创新联盟落户中原电气谷，主要生产新
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相关上游产品。这个大
项目的引进，从考察到签约只用了短短 20天
时间，创造了令人惊叹的“许昌招商速度”。

“优惠政策对外商的吸引力已不是很大，
外商更看重的是投资环境。”许昌市商务局局
长李长军告诉记者，许昌市牢固树立“政府创
造环境、企业创造财富”的理念，坚持软硬环境
一起抓，营造开放招商的优良生态。

在硬环境建设上，许昌市 10个产业集聚
区全部晋升星级，达到百亿元级规模，在全省
产业集聚区观摩活动中连续 4年获得小组第
一名；“大通关”建设取得突破，许昌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挂牌开检，许昌海关开关运行，许昌

“大通关”为出口企业提供了便捷通道。
在软环境打造上，许昌市多措并举、简政

放权，市级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全部取消和调
整，保留行政许可98项，是全省审批事项最少
的省辖市；持续优化金融服务，设立8.48亿元
的企业发展互助资金，累计为170余家企业调
贷295笔49.9亿元。

在许昌的决策者看来，郑州成为国家中心
城市、郑州航空港建设、河南自贸区获批等一
系列重大历史性机遇，尤其是省十次党代会提
出的郑许融合发展战略，为许昌市全方位实施

“引进来，走出去”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但也要

清醒地认识到：向内看，许昌市还存在对外投
资产业结构单一、地区分布不均衡、投资比重
偏小等结构性瓶颈；向外看，区域间竞争日趋
激烈、投资者意愿下降、传统产业优势减弱，都
带来了严峻挑战。

“面对新形势，全市上下既要抢抓机遇、主
动作为，又要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深刻认识到
经济下行期往往是投资机遇期、低成本建设
期，在‘走出去’‘引进来’上大有文章可做。”武
国定说，要顺应大势，坚定信心，以更加宽广的
思维眼界谋划开放新思路，以更加精准的对策
措施构筑开放新格局，以更加高效的体制机制
争创开放新优势。

许昌市出台了《关于支持企业“走出去”发
展的若干意见》，设立了10亿元的“走出去”产
业引导基金，市财政每年安排1000万元以上
专项资金，从资金、政策等方面，支持许昌企业
以“一带一路”为重点，“走出去”拓展国际市
场，开展跨国并购，深化国际合作。按照发展
规划，到“十三五”末，许昌对外直接投资额年
均增20%以上，对外贸易、对外工程承包等工
作实现重大突破。

“世界是平的”在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
密的今天，在区域经济合作越来越明显的当
下，许昌将唱响开放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紧
紧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开拓创新、拼搏进取，
营造“重商、亲商、安商、富商”的最佳“洼地”，
迎接开放发展的新春天。6

万里之外的德国，刮起了一阵“许昌
风”。

马不停蹄，风尘仆仆，11月 28日至12
月 3日，由许昌市委书记武国定带队的许
昌经贸代表团赴德国和瑞士进行考察访
问。26家重要企业、51名成员组成的考察
阵容，是许昌市迄今为止赴欧洲规模最大、
规格最高的一次考察招商活动。

这是一次友谊之行。短短 6 天的行
程，许昌市经贸代表团先后赴德国法兰克
福、杜塞尔多夫、斯图加特、伯尔尼、柏林和
瑞士日内瓦 6座城市，开展各类拜访对接
活动 20余次，对德国威图集团、艾森瑞尔
加热元件制造有限公司等 16家知名企业
和机构进行了走访，通过宣传推介，洽谈合
作，充分展示了许昌魅力，加深了与德国企
业界的联系。

这更是一次收获之行。考察期间，河南
森源集团、河南金阳铝业公司、大盛微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分别与德国魏德米勒公
司、德国奥托容克冶金设备有限公司、德国
舒勒茨系统技术有限公司等签订了8个合
作协议，涉及电气制造、废旧金属循环利用、

自动化设备生产等领域，招商硕果盈枝。
此前的11月3日至7日，在东盟(曼谷)

中国进出口商品博览会上，许昌市代表团与
东盟企业达成合作协议和销售意向26个，
总额3.8亿美元。在一年一度的中国——东
盟博览会上，许昌市签约项目4个，总投资
29.5亿元，涉及无人机、智能手机等领域。

从赴德国、捷克参加“一带一路”中德
经济对话会，到赴曼谷参加进出口商品博
览会，再到赴德国、瑞士考察招商……许昌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交流合作频
繁，已和“一带一路”沿线40多个国家和地
区建立经贸合作关系，与俄罗斯、保加利亚
等 4个国家的 5个城市缔结为友好城市。
今年以来，许昌市对柬埔寨、哈萨克斯坦、
意大利和卢森堡等“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分
别增长1373%、248.9%、54.3%和50.2%。

“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以大
开放推动大发展，许昌大有可为。”武国定
说，赴德考察，不仅是签订了一批合作项
目，更重要的是助力许昌企业走出了一条
国际化发展捷径，收获了宝贵的开放招商、
转型发展经验。

12月20日，长葛市大森机电公司的电
缆桥架生产车间内，4条生产线开足马力，
一片忙碌。这家由3名“80后”领衔、在新
三板上市的外向型企业，正在与凿岩钻探
装备制造知名企业、欧洲市场排名第二的
德国GTA集团就收购事宜进行洽谈，谋划
一场“蛇吞象”的精彩故事。

“德国企业是靠机械手臂作业，咱们还
在依赖人工，这对我触动很大。”赴德国考
察访问的许昌市经贸代表团成员、大森机
电公司董事长赵晓东说，通过考察比较，比
出了差距和不足，也为发展指明了方向，希
望通过对德国企业的并购，尽快在技术和
管理上“接轨”国际一流。

不坐井观天，不夜郎自大，许昌企业勇
敢“走出去”，主动参与国际并购和全球布局。

一筐筐符合欧盟标准的新鲜蔬菜，从
许昌绿色蔬菜生产基地采摘后，依托郑州
航空港和中欧班列强大的物流通道，可以
在14小时内到达欧洲卢森堡，24小时内到
达欧洲主要城市消费者的餐桌。

涉足农业种植仅 4年，河南峰辉农业
公司不仅在国内建立了2000亩蔬菜基地，
还走出国门与西班牙企业“联姻”，在当地
建立集橄榄种植、压榨、灌装、销售于一体
的橄榄油全产业链，年销售橄榄油逾3000
吨。“企业发展，扩大规模固然最要，但最重

要的是提升内涵，在技术创新、产品品质上
下功夫。”峰辉农业公司负责人郭峰说。

沿着丝绸之路的足迹，许昌产品“卖全球”。
许继电气在“一带一路”上不断攻城拔

寨，中亚、东南亚、非洲甚至西欧、美国的国
家电网，都成为许继电气电力装备的重要
客户。

巨霸机械公司通过提供数控钢筋打捆
服务，打通技术与服务的界限，承包了泰国
845公里高铁项目钢筋加工业务，为全国
小型钢筋机械销售商树立了榜样。

西继电梯将业务拓展至东盟、中东，电
梯订货量以每年 20%的速度增长，2014
年、2015年连续两年缴税超过3亿元。前
不久，他们中标新加坡公共住宅楼项目，一
个标段订货额约2.6亿元。

“以往我们只是盯着河南、盯着国内市
场的‘一亩三分地’，如今我们沿着‘一带一
路’的‘世界地图’考虑战略和发展方向。”
西继电梯董事长刘金忠说。

如今，许昌市森源集团、众品公司、瑞
贝卡集团、万里集团等 17家企业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设立境外企业(代表
处)40家，对外投资中方协议额累计达到3
亿美元，投资分布 2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
资领域涵盖发制品、电力机械、采矿、食品、
纺织等行业。

许昌与德国之间的合作，正在迈向豫
德合作新高度。

9月9日，省委书记谢伏瞻会见了德国
国防部前部长、社会民主党前主席、鲁道夫·
沙尔平战略咨询交流股份公司董事长鲁道
夫·沙尔平，从而为两地更大平台、更广领
域、更高水平的战略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鲁道夫·沙尔平战略咨询交流股份公
司是以公共管理、国内及国际战略咨询为
重点的企业咨询公司，在国际上具有很高
的知名度和广泛的资源优势，近年来在促
进许昌市与德国乃至中东欧国家机构和企
业之间合作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今
年以来，鲁道夫·沙尔平带领德国企业界代
表，三次来到许昌深入考察对接，与许昌开
展了再生金属、污水处理等领域的项目洽
谈合作。

鲁道夫·沙尔平之所以频频来许，恰恰
是看中了许昌在交通区位、特色产业等方
面的实力和优势。

交通区位便利。许昌距离郑州 89公
里，距离新郑国际机场40公里，最近边界距
离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仅6公里，航
空港的“溢出效应”，将使许昌成为优势产
业、资金、项目流入的洼地，对外开放的高
地。新郑国际机场许昌航站楼将机场“搬”
至许昌，许昌东站成为省内第二大高铁枢纽
站，京港澳、郑尧等多条高速公路连接郑州，
集航空、高铁和高速公路于一体的现代综合
交通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综合交通网络体系

日臻完善。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优势，使许
昌赢得了开放发展的先手之利。

产业基础雄厚。许昌市工业竞争力居
河南省第三位，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居全省
第二位，民营经济活跃，拥有全国民营企业
500强4家，占全省的三分之一。许昌是国
家重要的电力装备生产基地、亚洲最大的
金刚石生产基地、中国中西部最大的电梯
生产基地、全国重要的烟草生产基地、长江
以北最大的不锈钢生产基地，与“制造立
国”的德国有着巨大合作空间。

创新活力竞现。在许昌，科技进步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0%，年专利申请
量位居全省第三，全市10个省级产业集聚
区全部晋星。特别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
面，许昌战略性新兴企业达到327家，居全
省第二位，郑州和许昌两地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产值占全省的“半壁江山”，彰显强大
的创新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走出去有实力，引进来有魅力，加快发
展有活力。产业特色鲜明的许昌和德国产
业存在明显的关联性和互补性，两地协作
发展日益密切，吸引了一批大项目纷纷落
地：由中德企业合作建设、总投资 10亿元
的金汇·晟丰科技公司精密不锈钢连轧项
目已于6月份开工。投资200亿元的长葛
市中德再生金属生态城已完成总规修订，
规划面积 12平方公里的中德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园正紧锣密鼓加快从纸上“走”入现
实的步伐。

12月 15日，两单运往“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发制品，采用“清单核放、汇总申报”的电
子化通关模式，在河南众品跨境电商综合服务
平台顺利办结通关手续。通过自有跨境电商
平台实现出口“零突破”，许昌在全省是除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外的第二家。

河南众品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依托众
品海关监管仓库改建而成，面积3392平方米，
设有海关、国检办公场所和 24小时电子卡口
系统、场站管理系统、仓储管理系统，可为入驻
的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交易、物流仓储、报关、检
验检疫等一站式综合服务。

“过去，许昌市跨境电商出口都是采用个
人邮件、快递等形式，如果想通过海关，需要借
助第三方平台，还要前往杭州通关。这些都增
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许昌市政府口岸办主
任忽国杰说，现在，企业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出
口退税等优惠政策，通关效率也大大提高。

以网为“媒”，“头顶时装”通达四海。2016
年 12月 22日，全国第一个发制品跨境产业带
——阿里巴巴·许昌发制品跨境产业带迎来一
周岁生日，交上了一份耀眼的“年末成绩单”：入
驻发制品企业200多家，有60个国际品牌超过
5万个产品上线，产品销往世界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年交易额突破3000万美元。

许昌是全省首个与阿里巴巴签约的省辖市，

阿里巴巴·许昌跨境产业带是许昌市政府主导，
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在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和
国际站在线批发平台开设的许昌专区，目前已发
展成为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平台上最成熟、最完
善的跨境产业带。在阿里巴巴热销排名榜上，许
昌发制品交易量连续两年保持400%以上的增长
速度，在数万种交易商品中居第3位。

每天 15 时，在长葛市官亭乡尚庄村，圆
通、韵达、顺丰等10多家快递公司的车辆准时
停在村口的公路上，村民们把包装好的蜂蜡、
蜂蜜等蜂产品和养蜂机具从家里运出来，装到
车上，发往全国各地甚至国外。

尚庄是传统的蜂产品专业村，刚刚入围中国
“淘宝村”。这个人口不过千的小村庄，却有200
多户村民从事淘宝网店。“足不出户，靠一台电脑
就能把蜂产品卖出去。现在尚庄村每年电子商
务交易额有2亿多元。”村党支部书记黄卿玉说。

以电子商务为主攻方向，蜂产品作为许昌
市传统特色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直接从事电
子商务的人员有 1500多人，蜂蜡出口量占全
国的80%，蜂胶出口量占全国的75%。

跨境电商叫响了许昌品牌。以东盟、欧盟为
销售重点，许昌市应用电子商务的企业有2500多
家，跨境电商经营范围涉及发制品、蜂产品、卫浴
陶瓷、人造金刚石、冷冻食品、建筑机械等领域，销
售遍布亚、非、欧、美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传承千年的钧瓷文化，在“一带一路”上熠
熠生辉。

9月11日,第1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
彩开幕。来自许昌的钧瓷珍品《太平有象》，作
为国礼被赠送给与会的东盟国家领导人，这是
钧瓷连续11年成为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

“钧瓷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瑰丽丰富的
窑变神韵，从某种意义上传达了在这个复杂多
变的多极化国际环境中，古老的中国所坚持的
那种厚重质朴和与时俱进的精神。”知名外交
家龙永图先生这样表达他对钧瓷的敬意。

像《太平有象》一样，2015年 4月，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出访巴基斯坦时，将一件大宋官窑
特制的钧瓷作品作为国礼赠送给巴基斯坦总
统。在这次访问期间，“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
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正式启动。从博
鳌亚洲论坛到北京APEC会议，再到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近年来已有 30余件钧
瓷珍品作为中国国礼赠送给外国政要，走向了
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国际舞台。

始于唐、盛于宋，以“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的窑变享誉世界的钧瓷，作为当之无愧的城市
文化名片、文化交流使者，打开了一扇让世界
了解中国、了解中原的窗口，架起了一座许昌、
河南乃至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在充满魔力
的钧瓷原产地神垕镇，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国

际陶瓷艺术家，不远万里，从巴黎、伦敦、布鲁
塞尔等地赶来，进行艺术交流与合作。

“闻听三国事，每欲到许昌。”4月28日，以
“曹魏风·三国情·中原行”为主题的许昌第十届
三国文化旅游周隆重开幕，海内外近万名嘉宾和
各界群众共赏悠久的三国文化，感受许都风采。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三国文化国际谈、
三国文化旅游活动、三国文化艺术展示等一系
列活动，通过发掘三国文化内涵，传播三国文
化精粹，为海内外客商打开一扇了解许昌的窗
口。连续十届三国文化旅游周的举办，在巩固
许昌作为三国名城地位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
许昌的文化影响力，塑造了良好的城市形象，
促进了对外旅游业的发展。

中原花博会，一年一度的美丽约会，谱写
出一个传统农业大县 16年的辉煌与传奇。9
月25日—28日，第十六届中国·中原花木交易
博览会在鄢陵隆重举行。荷兰扬森花木公司
总经理沃尔特·詹森首次代表国外花木企业发
表热情洋溢的致辞，比利时叙尔玛苗木公司外
贸部总经理约翰·凡·霍乐在高层论坛上发表
精彩演讲，其他世界花木行业专家和国际领军
的花木生产、研发、销售企业，也纷纷来鄢陵开
展交流合作。香飘国内的花木盛事，越来越具
有“国际范”，国际化开放程度日益提升，开始
显示出绽放海外的国际影响力。

收获之旅
万里外刮起强劲“许昌风”

转型之路
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经贸往来日益密切 文化使者翩翩起舞

许昌借“一带一路”打开“筑梦空间”

合作之机
许德合作迈向豫德共赢

电商之网
跨境平台叫响“许昌制造”

文化之魅
国礼钧瓷传播中华文明

政策之力
中原腹地成为开放前沿

2016年8月26日，广西南宁举行中国―东盟博
览会指定国礼钧瓷“太平有象”发布交接仪式，产于河
南禹州孔家钧窑的钧瓷《太平有象》被确定为国礼，在
博览会期间被赠送给参加会议的东盟国家领导人

4月28日，许昌第十届三国文化旅游周开幕式在
许都公园举行。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海内外近万名
嘉宾和各界群众共赏悠久的三国文化。许昌三国文
化旅游周已成为许昌市弘扬三国文化、加强经贸合作
的高水准平台

本版图片均为牛原摄

许继电梯公司与德国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集团
全面技术合作签字仪式在许昌市举行，双方代表表
示，他们将进行充分的技术合作，共同致力于中国民
用电梯产业的发展

7月 14日，来自法国AUCH俱乐部的队员和许
昌的乒乓球爱好者在许昌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进行
了一场友谊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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