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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找准自身定位

发展格局变革、资源结构重构、
发展动能更迭，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的时代背景下，建设特色商业区，已
经成为建安区打造经济升级版的战
略选择。

近几年，到过建安区特色商业
区北海片区的人，纷纷惊叹这里的
美丽——干净整洁的道路、挺拔大气
的建筑、水光潋滟的北海、绿意盎然
的公园……街景、水景与园林尽显品
位，一座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绿色之城
正拔地而起。

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2016
年，建安区特色商业区聘请上海同济
大学创霖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站在中
原城市群建设的高度，根据区域经济
发展状况、资源条件及商贸需求，编
制了《北海周边城市设计》，着力打造
业态先进、产业集聚、充满活力的特
色商业区。

绿色是自然的“原色”，生态优势
是建安区发展的“底色”。依托良好
的生态，2017年，建安区特色商业区
在北海片区总体规划的基础上，重点
打造中原水乡——北方周庄项目。
这一计划投资72亿元的项目，以水生
态为依托，以文化为内涵，以汉韵新
城为建筑主体，建设以生态、健康、文
化为内核，既有汉魏风骨、又有江南
风情的休闲宜居旅游小镇。

像北方周庄一样，一批聚合创
意、商业、娱乐、居住等多重功能的文
化旅游、商贸服务项目纷纷落地。今
年上半年，建安区特色商业区新增入
驻服务业企业 7家，共完成固定资产
投 资 14 亿 元 ，实 际 利 用 省 外 资 金
10.55亿元。

加快特色服务商业区建设，既是
一个城市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也承
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建安区提升北海公园景观，完善学
校、公交、商超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莲苑路等城市道路，使项目入驻的承
载力不断提高。

强化服务——厚植发展优势

“建安区这两年发展很快，市容

环境优美、政务环境高效，我们在这
里投资兴业，舒心、放心!”来到建安区
特色商业区，河南鑫怡园林工程有限
公司负责人史海峰为自己的选择感
到欣慰。

以“政务”服务“商务”。建安区
特色商业区把项目建设作为核心工
作来抓，针对项目的不同阶段，推出
一系列贴心服务举措：对在谈项目，
坚持提前介入，超前服务，做好推介，
展示诚意，发挥服务的比较优势；对
紧密跟踪在谈、成熟度较高的项目，
当好“保姆”，力争项目早日落地生
根；对在手项目，在立项、选址、规划、
审批等方面实施全程跟踪服务，加快
推进速度；对在建项目，实行领导分
包负责制和项目考核制，当好企业发
展的“搭台者”“守夜人”“清障夫”。

以“精准”推动“集聚”。建安区
特色商业区依据产业策划和城市设
计，实施文化旅游和商贸服务精准招
商，引进了一批科技先进、辐射带动
能力强的优质服务业项目，打造产业

生态链，实现特色商业区集聚发展、
良性发展。

以文化形成“亮色”。他们充分
挖掘建安区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及特
色产业等优势，在品牌集聚、业态创
新、管理服务等方面打造亮点，构建
具有自身特色的精品街区。

面向未来——实现融合互动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分享经
济……在新经济、新业态风起云涌的
时代，建安区特色商业区围绕新技
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培育，致力打造
服务业发展的“新引擎”——

阿里巴巴许昌假发仓储项目是
阿里巴巴集团在国内唯一的假发仓
储，投运后全国所有通过电商平台出
口销售的档发产品都要从这个仓库
发往世界各地，将促进假发电商在建
安区实现产业集聚；国信互联风景网
产业基地项目，是涵盖移动互联网研
发技术中心、数据分析与挖掘中心、
运营呼叫中心的高新技术企业；幻象

智谷项目依托于“互联网+”、大数
据，能够实现服装智能化、个性化定
制，为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解决
方案……

破解传统企业发展瓶颈，杰夫商
学院、创客空间、众创咖啡、大数据等
一大批电商平台相继入驻，促进新兴
产业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打造了线
上订单、线下销售，线上产业带、线下
产业园的电商发展新格局，开启了

“互联网+农产品”“互联网+工业品”
“互联网+销售”的新模式。

面对未来，建安区将充分发挥特
色商业区这个服务业高地的示范作
用，持续借力创新，借助高铁经济、轻
轨经济的东风，推动服务业集群化、
专业化发展，实现现代服务业与城市
发展的融合互动。

随着中原更加出彩的强力态势，
古韵新风的建安区，正以“宜居、宜
业、宜游”的崭新姿态融通世界，成为
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区域经济发展的
新引擎。

汇聚新动能 打造增长极
——许昌建安区特色商业区推动高质量发展纪实

优结构：
产业集聚提升价值链

8月 8日，在位于尚集产业集聚区
的许昌远东传动轴公司生产车间，一
条条机器人生产线蔚为大观：只见一
台台工业机器人忙前忙后，或来回挥
动手臂，或在“肚子”里翻转磨切，加工
组装着各种零部件，工作效率和产品
质量稳定性大幅提高。

“远东传动轴建设的高端智能化转
型升级项目，是为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规划而建设的工业机器人推广应
用示范项目。”公司副董事长赵宝江介
绍，“过去中高端轿车等速传动轴市场
由美国企业占据，现在我们站在‘世界
地图’审视市场变化，在巩固全国商用
车传动轴龙头地位的基础上，进军等速
传动轴市场，圆了多年的‘等速梦’。”

许昌远东传动轴是许昌汽车零部
件产业的龙头企业，在传动轴行业排名
世界第三、中国第一。围绕以远东传动
轴为龙头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尚集产业
集聚区持续进行政策激励、服务支持，
引导企业做大做强，催生、集聚了汽车
零部件规模以上企业 26家，形成了亚
洲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

位于建安区境内的尚集产业集聚
区，地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许昌承接区核心位置，规划面积28.52
平方公里，截至目前园区共入驻企业
235家，其中上市公司 2家，大型企业
4 家、中型企业 30 家、规模以上企业
120多家。像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一
样，他们注重发挥产业集聚的规模优

势和示范效应，推动企业提升高附加
值的中高端产品比例，推动价值链提
升产业链再造。

“我们以新发展理念为引导，坚持
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两个导向’一起
抓，优化产业结构、完善服务平台，致
力将集聚区打造成为全省出口创汇产
业集群、智能制造示范区和对外开放
先导区。”尚集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
杨增君说。

重培育：
打造百亿元级产业集群

在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
司的车间里，一件件不同款式的发制
品吸引着参观者的眼球，准备销往非
洲的货物运输车整装待发。“瑞贝卡集

团能够实现百亿元企业的目标，发制
品业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该公
司副总经理吴学丙说。

建安区是全球最大的假发集散
地。多年来，作为尚集产业集聚区以
及建安区的传统优势产业，以瑞贝卡
为代表的一批发制品企业成就了许昌
市“‘头顶时装’之都”的美誉，也成就
了百亿元级“体量”的发制品产业集
群。发制品出口一直占据着许昌市出
口总量的“半壁江山”，并助力许昌出
口总额稳居全省第二位。

不过，即使是优势主导产业，也面
临着政策变化、市场竞争、原材料价格
上涨等多方面的压力。近年来，面对
出口退税政策下调、国际需求市场变
化等不利局面，在尚集产业集聚区的
支持、鼓励下，瑞贝卡、金福源等发制

品企业及时搭上电商“快车”，积极利
用国内外大型跨境电商平台、自建网
络商城、搭建多种分销渠道，在新一轮
行业竞争中再度崛起，跨境销售网络
覆盖非洲、欧洲、北美等全球市场。

注重培育、加强引导、优化服务，
使以发制品为龙头的一批主导产业带
动能力不断增强。按照尚集产业集聚
区的发展目标，通过做强主导产业、带
动集群发展，到“十三五”末将培育发
制品、汽车零部件、电子电气三个产业
成为超200亿级产业集群。

促提升：
发展后劲日益彰显

一块玻璃，只要涂上纳米薄膜产
品，就能变成一块清晰的移动成像源，

实现触控、隔空感应等多点触控，让人
瞬间联想到了科幻电影里的“魔幻显示
屏”，这就是建安区引进的总投资20亿
元的柏恩众禾纳米高分子特种膜生产
项目，将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大展身手”。

围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一个个
高知名度、高科技含量的大项目纷纷
落地……

在尚集产业集聚区，战略性新兴
产业培育实现重大突破，产业结构持
续优化，发展后劲日益彰显。

借助“互联网+”，建安区电子商务
产业园，橙联盟、齐家网、创客空间等
一批高端电商平台成功入驻，形成了

“互联网+农业”“互联网+发制品”“互
联网+纺织服装”等新业态。

大力实施英才计划，引进高端人
才，河南省现代农业机械装备院士工作
站落户豪丰公司、国电投新能源研究院
与建安区签署合作协议，众拓国家检测
认证公共服务园等一系列高水平机构
的建设为人才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

“开放带动、创新驱动、集群集约、
提档升级”已成为尚集产业集聚区和
建安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二三产业
双轮驱动，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产业新
城规模初具。

“许昌尚集产业集聚区良好的发展
态势和气势，是我们以新发展理念为引
领，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创新的结果，也
为建安区未来扩大优势、持续求进打下
了坚实基础。在推进中原更加出彩的
进程中，在郑许一体化的战略布局中，
它将成为郑许一体化发展新的增长极、
许港产业带的核心支撑区!”建安区委
书记邵七一的话语，底气十足。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本报通讯员 王烜 李水安

特色商业区，犹如城市经济

的一条条“血脉”，输送着现代服务

业的发展“养分”，凝聚着“人气”、

集聚着“商气”、汇聚着“财气”。

建安区特色商业区总占地面

积 1.8 平方公里，怀抱建安区行

政中心和北海公园，地理区位优

势明显，生态环境优势突出。建

安人实施招大引强，优化资源配

置，创新机制体制，坚持走质量第

一、效益优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打造出了独具魅力的城市特色商

业名片。

在 2016 年度全省服务业

“两区”考评中，建安区特色商业

区发展指数全省排名第 11位，获

评河南省十快服务业“两区”；在

2017年度全省服务业“两区”考

评中，建安区特色商业区晋级为

河南省一星级服务业“两区”。

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建安区

特色商业区何以驶入跨越发展的

“快车道”？

长桥卧波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本报通讯员 王烜 李水安

这里的发制品产业，让建安

区成为世界闻名的“头顶时装”集

散地；这里的汽车零部件产业，打

造了许昌的“单项冠军”；这里的

农机装备产业，又让建安区多了

一个“行业状元”。

这片创业创新的沃土，就是

许昌尚集产业集聚区。近年来，

尚集产业集聚区以新发展理念为

引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围绕

发制品、汽车零部件等主导产业，

加快产业集群培育，加强产业载

体建设，不断提升园区承载能力，

走出了一条富有建安特色的内涵

式发展之路。

2017年，许昌尚集产业集聚

区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共完

成产值 436.9 亿元、同比增长

14.1%，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384.6亿元，同比

增长达20.4%。在2017年度河

南省产业集聚区和服务业“两区”

考评中，许昌尚集产业集聚区晋

升为二星级产业集聚区，获得

300万元奖励。

千帆竞发谋跨越 产业集聚数风流
——许昌尚集产业集聚区践行新发展理念纪实

远东传动机器人生产线 徐鼎烨 摄 瑞贝卡高档发用纤维丝项目 朱宁 摄

北海鸟瞰 牛原 摄

规划建设中的周庄街区

许昌县产业聚集区许昌县产业聚集区 徐鼎烨徐鼎烨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