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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凌
本报通讯员 吴勇 杨宇 陈冠男

龙头带动 打造全球手机制造基地

地处中国内陆腹地的郑州，因为富士康的入驻，正不断成为
世界关注的焦点。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两次到此考察，督导
iPhone 生产；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多次低调来郑，为“郑
州速度”竖起大拇指；马来西亚皇室公主费思华来到航空港区，
代表马来西亚商会一次性签订30亿元大宗采购合同……

6年时间，苹果手机生产从“零”到 1.26亿部，富士康在航空
港这片热土上用令人惊叹的“郑州速度”，打造出该集团在大陆
单体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10 部苹果手机中，有 8 部产自郑
州。用工人数达30万人。”航空港实验区商务局副局长张波告诉
记者，在富士康的带动下，航空港实验区2016年实现进出口总额
2784.5亿元，在全省占比超过65%，成为河南进出口大幅增长的
主要推动力。

持续快速的发展，成为富士康进一步布局中原的信心之源。
如今，富士康项目已从单一的手机制造拓展到后端模组、研发、
苹果手机维修、谷歌智能穿戴产品制造等十几个项目。5月9日，
郭台铭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对富士康在河南的发展寄予厚望：

“通过这几年的合作证明，河南人有能力把世界一流的东西做
好。今后除了研发中心，这里还要布局电动车项目、LED面板项
目、物流项目等等。我们要把最新、最好、最具前瞻性的科技引
入郑州，把世界最先进的产品线放在这里，通过富士康的努力，
把郑州打造成为一个世界科技的前沿城市。”

他特别强调：“富士康在河南的发展不是3年5年，而是30年
50年的事情，我们会扎根河南，共同发展。”

综合优势 吸引“群雁”集聚航空港

7月 5日，走进智能终端产业园四期工地，只见楼房已经封
顶，各项建设井然有序。“未来，这里将成为一座电子新城，厂房、
办公楼、员工宿舍、专家公寓、健身中心一应俱全，集手机研发、
产品设计、软件开发、整机制造、配件生产销售、物流、售后服务
于一体的智能终端全产业链将在这里形成。”作为智能终端产业
园开发建设、管理运营的主体单位，兴港投资集团总经理柳敬元
信心满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十三五”发展规划》提
出，要重点引进一批全球知名、行业高端的智能终端（手机）整机
品牌和上下游关联配套企业，力争 2020 年手机产量达到 4 亿
部。我们有信心完成这一目标。”

在已经投用的智能终端产业园一期展示大厅，张波指着规划
图告诉记者，这个园区 2014年正式投用，已有 39家智能手机及
相关企业签约入驻，包括世基实业、硕威科技、首弘电子、华讯方
舟以及3家富士康零配件企业在内的26家企业已经投产。

在智能终端产业园的西南角，硕威集团占据了 4幢标准厂
房，6条进口全自动精密 SMT生产线正在有条不紊地工作。不
到40岁的硕威集团总经理陈庆发意气风发，雄心勃勃，“我们在
这里布局的生产线，手机组装只是一小部分；从壳料、贴片，到主
板、摄像头等，占手机成本95%以上的配件正在航空港布局生产
线。生产线不仅为自己配套，还可以为港区其他企业配套。”

陈庆发坦言，对航空港综合优势的了解和认知是他们前来投
资的重要原因。交通，29条国际货运航线通达全球，“铁公机”多
式联运，运输成本低，通达时间快，对于时间就是生命的智能终
端产业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产业，30平方公里的智能手机
产业制造基地将汇聚一大批手机品牌商、制造商、软件开发商、
运营商、物流商，带来低成本、高效率的产业集聚效应，形成全产
业链发展格局。政策，已经设立智能终端出口退税资金池和专项
产业引导基金等，入区企业可享受融资支持和快捷的退税服务。
劳动力，在富士康的吸引下，熟练的智能终端制造工人在航空港
实验区已成集聚之势，为后期入驻企业提供了大量熟练工人，有
效降低了企业用工成本……

栽好梧桐凤来栖，郑州航空港已成为智能终端集聚的热土。
“截至目前，已有中兴、酷派、天宇、创维、正威、华懋等177家智能
终端相关企业签约入驻航空港。到今年年底，将有约100家企业
开工生产，航空港智能终端产业将迈上新的台阶。”张波兴奋地
告诉记者。

辐射带动 扛起河南产业转型发展大旗

“无论是从现实情况看，还是从未来发展看，智能终端产业这
几年的发展，对河南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示范效应和引领作用都
是不可忽视的。”省工信委有关负责人如是评价。

在河南，富士康项目已布局到济源、焦作、洛阳、兰考、鹤壁、
南阳、濮阳等多个省辖市。在南阳，投影机生产线和LED高清节
能显示屏生产线已经投产。在济源，富士康产业园、模具生产及
培训、校企合作实训基地正式落户。在鹤壁，新型功能材料、汽
车轻量化部件及电子书、手机、相机等零部件产品的生产及研发
项目正在建设……

省工信委提供的数据表明，电子信息制造业已成为我省调结
构、促转型、稳增长、带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十二五”
以来，在智能终端产业的带动下，河南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快速增
长，2016 年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为 2010 年的 9
倍，位居中部六省首位、全国第六位。

“一棋活全盘，一优带百通。”智能终端制造产业迅速发展的
示范效应，有力带动了新兴产业在航空港迅速集聚。UPS、顺丰、
传化等多家航空物流企业，欧洲制造之窗、中瑞大宗商品交易中
心、绿地会展城等多家商贸物流企业纷纷布局落子。菜鸟骨干
网建成投用，2016年“双 11”实现单量 20余万单；友嘉精密机械
229精加工中心和联同八轴加工中心建设迅速推进；兴瑞大宗商
品供应链产业园累计入驻企业超过20家；华中冷链港、瀚港进口
商品博览中心投入运营……以产业支撑区域发展，以枢纽和口岸
引领对外开放，航空港实验区对全局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正在
持续增强。③7

□本报记者 杨凌

如果把富士康比作智能终端产业的“启动器”，那么，
纷至沓来的产业项目则已然组成一台“产业发动机”。郑
州航空港实验区何以吸引“百凤来栖”？河南省金昌威电
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孙春燕说，主要是看中了这里的

“叠加优势”。
“郑州区位优势突出，又是人口大省，解决了企业最关

心的人力资源问题，同时又提供了市场基础。在与实验区
政府沟通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务实、高效、敬业、
创新的工作作风。因此，正威非常乐意依托实验区，整合
智能终端产业资源，形成产业集群，与实验区共谋发展。”7
月10日，孙春燕向记者介绍说，金昌威负责运营的正威科
技城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园既是省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也
是正威国际集团在智能手机产业、智能制造和新一代信息
技术领域布局的重点投资项目。

已于2015年 3月在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开工建设的正
威科技城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园计划总投资250亿元，将
以手机整机制造、核心配套配件、软件开发、交易展示、商
贸物流等产业项目为主体，打造集产、学、研、居、旅、商、
物、贸、金、总于一体的创新型高端科技产业园，目前已与
近70家整机及核心配套企业签订了入园协议。

谈及打造千亿产值智能终端产业园的目标，孙春燕
表示，“这对河南的发展也有深远意义”，在万物互联的时
代，智能终端产业的市场规模将是万亿级的，有望在未来
实现持续性的几何级数倍增。与此相应，以产业园为龙
头，既能引领实验区产业升级，形成产业集聚，带动周边
地区发展，又能创造上亿的税收和上万的再就业岗位，并
通过带动衣食住行等消费，产生边际效应和社会效益。

“未来，我们将整合最先进的管理思想、科技前沿技
术、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引进最优秀的智能终端产业链
企业和人才，为入驻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全程式的金
融、供应链和市场服务等，根扎航空港，携手迈向美好未
来。”孙春燕说。③3

□本报记者 杨凌

“要进一步拓展智能终端产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有
效提升我省智能终端产业的竞争力。”航空大都市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孙天尧认为，随着“互联网+”行动计划，以及

“中国制造2025”的推进，智能终端产业在商业模式及产
品形态等方面都将呈现出更加广阔的扩展空间，并向着多
维度发展。

“产业集群和跨界融合将成为智能终端产业的发展趋
势，必须对此有清醒认识，才能在引进培育相关产业时做
到思路清晰。”7月9日，孙天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
想吸引更多高端企业落户，必须在加快完善硬件基础设施
的同时，加快构建良好的发展软环境。他指出，软环境包
括方方面面，比如城市文化内涵、思想认识、制度建设、行
政效率、生态环境等。“良好的软环境，是生产要素聚集的
洼地、人才向往的高地。哪里软环境好，哪里就会聚集更
多的生产要素，软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发展生
产力。”

对于定位于国际航空大都市的郑州航空港来说，其城
市发展各方面都需要与国际接轨。“好的骨架需要有好的
内容填充才相得益彰，才能形成吸引力。”孙天尧举例说，
比如有一个好的体育场馆，却没有高水平的比赛；有一个
高档的剧院，却没有高水平的演出；有装修很精致的饭店，
但是却没有高水平的饭菜。这样的城市是没有魅力和内
涵的。

他强调，要特别注重建设一个与智能终端产业发展相
匹配的智慧城市。“未来生活方式的改变，许多都要依赖于
大数据，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设施来配套和支撑，相关的
高端人才和企业是不会来的。”

孙天尧还提到，要想产业实现大发展，必须高度重视
教育，构建起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他认为，河南虽然是
人口大省，但人的知识水平、创造能力、眼界格局都需要
进一步提升，“在这方面，我们应当不惜成本去做，拥有了
人才，就意味着拥有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后劲。”③4

“软硬”兼施 筑巢引凤
——访航空大都市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天尧

正威：
扎根航空港 携手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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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终端产业发展大事记

2017年 5月 9日，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富士康郑州科技园，

李克强总理的到来点燃了现场员工的热情。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令人赞叹

的发展成果吸引了总理的目光，放缓了总理的脚步，原定40分钟的行程，却停

留了一个多小时。

从2011年富士康落户航空港，到目前177家相关企业签约入驻，郑州航

空港智能终端产业从“一颗苹果”起步，短短几年时间里聚出了发展动能，聚出

了竞争力。2016年，航空港手机产量达到2.58亿部，约占全球手机产量的七

分之一，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智能终端(手机)制造基地。

随着信息化、工业化不断融合，以机器人科技为代表
的智能产业蓬勃兴起，成为现时代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标
志。中国将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纳入了国家科技创新的优
先重点领域。”

——2015年 11月 20日，习近平总书记致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贺信
中指出

2010年9月
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在郑州航空港奠基开工

2010年10月24日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

获国务院批准设立，富士康成为首家入驻企业

2011年3月14日
富士康郑州科技园第一条手机生产线投产，

当年完成手机产量2445万部

2012年

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布局手机生产线95条，生产手机6846万部，实现进出口

总额284.97亿美元，占全省比重达55.1%，扛起全省外贸半壁江山

2013年

航空港实验区智能手机产量近1亿部，占全

球供货量的八分之一，郑州一跃成为全

球重要的智能手机生产基地之一

2014年11月28日

郑州航空港智能终端出口退税资金池正式运
转，区内智能终端企业得享税金“即出即退”，
有效帮助企业加快了资金周转

2015年

航空港实验区智能手机产量突破2亿

部，达2.02亿部，约占全球手机供

货量的七分之一。引进手机整机及配

套企业 121 家，建成投用智能终端

出口退税资金池、手机产业园、商贸通
供应链等支撑平台

2014年
航空港实验区引进手机整机及

配套企业89 家，12 家企业

投 产 ，非 苹 果 手 机 产 量

2439 万部，手机总产量

1.43亿部，智能终端产业集

聚效应初显。

2016年上半年
航空港实验区非苹果手机产量

达5221.1万部，首次超过

苹果手机，智能终端产业抗风
险能力进一步提升

2016年
航 空 港 实 验 区 智 能 手 机 产 量 达

2.58亿部，全球智能终端（手机）生

产基地地位进一步确立。34家手机

整机及配套企业投产运营

2017年3月
河南省智能终端检测公共服务平台项
目开工建设。该项目建成后，将助力我
省打造全球智能终端（手机）研发制造
基地

手机生产线资料图

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园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