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1月27日 星期二
—— 漯河篇 ——

激 情 四 十 年 / 豪 迈 新 时 代
20

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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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嘉吉等国际巨头，在这里大放

异彩；世界最大的猪肉食品企业——双汇集

团在这里发展壮大；辣味面制品生产规模和

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的平平食品，这里飞速

成长；台资企业旺旺、统一，在这里成为大陆

最大的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液压配套产业

基地——利通液压、汇龙液压和全球领先的

多晶硅供货商——协鑫光伏等企业，在这里

强势崛起；双汇物流、圆通物流、新时代运输

等现代服务企业，如流动的血脉，通全国、汇

全球……

创建于1992年的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

1994年被评为省级开发区，2010年升级为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先后荣获全国首家

“食品安全标准化示范区”“外商眼中的河南

最佳投资园区”等众多荣誉，多次被表彰为全

省十强产业集聚区和对外开放先进开发区。

目前，漯河经开区已入驻企业700多家，

其中世界500强 15家、国内500强 6家，进

驻上市公司投资项目近30个，规模以上企业

200余家，形成千亿级食品及配套产业、百亿

级非金属新材料产业、百亿级液压配套产业、

百亿级现代服务业四大产业竞相发展的产业

格局，成为中原大地一颗熠熠闪光的明珠。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曲从俊

漯河经开区：转型升级促提质 阔步踏上新征程

在漯河经开区，美丽的中山公园草木丰茂，鲜花
盛开，一派生机盎然。

“喷泉用的水，全部是处理过的工业废水。从区
域规划到项目建设，以及整个企业生产过程，我们都
把绿色集约发展放在第一位，努力实现百姓富、生态
美的有机统一，打造‘绿色经开区’。”经开区管委会
主任赵焕林说。

坚持绿色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经开区以百城
建设提质工程和城市“双修”为抓手，不断完善城市
功能，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努力打造城靓、路畅、地
绿、水美的东部城市新中心，让市民共享发展成果。

环境更靓丽。按照海绵城市标准建设占地 200
亩的中心公园，采用国内先进的雾森系统、水幕电
影、灯光秀表演等，目前已累计接待游客近 30万人
次，成为聚集周边人气、市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平台。
建成占地 400亩的经开区生态植物园，启动植物园
景观提升工程，打造富有地方自然生态内涵，融休闲

2018年 4月 16日，来自世界各国的石油大亨和客
商齐聚俄罗斯莫斯科红宝石展馆，共同见证俄罗斯国
际石油展盛大开幕。

在21D44展位，对参展的利通液压系列产品伸出
大拇指，特别对其超级大力神 401—PTFE系列产品，
更是赞叹不已。

“这一系列产品具有耐高温高压、耐强酸强碱等
特点，是我们自己历经两年奋战，辛苦研制出来的，可
广泛用于石油、化工、医药、机械等领域。”利通液压董
事长赵洪亮自豪地说。

无独有偶。为打破食品级润滑油生产工艺技术
被西方国家封锁垄断的局面，从 2010年开始，河南倍
佳润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便走上了食品级润滑油自
主研发创新之路。历经数万次的实验，终于在2016年
研发建成我国第一条符合国际标准的食品级润滑油
生产线，又经过繁杂苛刻的申报、评估验收，其研发生
产的5种食品级润滑油及润滑脂产品最终顺利通过美
国国家卫生基金会（NSF）的H1和 ISO21469双认证，
公司也成为亚洲唯一获得美国 NSF 食品级润滑油
（脂）H1和 ISO21469双认证的企业。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在漯河经开区，像利通液
压、倍佳润滑这样执着于自主创新的企业俯拾皆是。
为构建创新体系，提升创新能力，近年来，经开区出台
了《支持企业科技创新与发展政策》，组织开展了一系
列创新活动，例如：组织开展首届“经开杯”创新创业
大赛；与上海易往食慧科技公司合作，共同打造智能
制造示范企业；在国内率先启动创建“全国肉制品知
名品牌创建示范区”“国家级知识产权园区”和“全国
液压胶管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搭建全市首个专利
导航服务平台，等等。今年，经开区财政又拿出 1.1亿
元，对企业上项目扩产能、发展企业总部经济、加强企
业品牌建设等27个方面进行奖励，支持力度领先全市
乃至全省。

坚持创新驱动，经开区企业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
快。一是主导产业特色更加凸显。食品产业方面，在
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下，经开区规划并启动建设占
地 2平方公里的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产业园，打造国
内技术力量最雄厚、制造规模最大、产业链条最完善
的食品和包装机械制造专业园区。液压科技产业方
面，启动占地240亩的中国液压科技产业园项目建设，
下一步将加强省、市、区三级联动，共同打造超千亿液
压科技产业。二是重点企业发展势头喜人。前三季
度，平平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32亿元，纳税突破 2.3 亿
元；统一、大旺、可口可乐等重点企业销售收入、纳税
均实现 30%以上的增速。三是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
快。通过与上海易往食慧公司合作，成立企业智
能制造和信息化推进办公室，支持企业加
快智能制造、技术改造以及物联网研
发应用，推动企业加快“两化”融合
发展。今年将技术改造企业 35
家、智能化改造企业 20家、打
造绿色工厂 11家，总投资 71
亿元。平平食品SAP系统管
理 平 台、利 通 挖 机 无 忧 线
上+线下构建项目，已纳入
2018 年国家级制造业与互
联网融合试点示范项目。企
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前三季
度通过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备案 16家，占全市的 28%，位居
全市第一。

“我们公司从去年 3月拿地到 9月建成投产，中
间不到 6个月，这在其他地方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
特别庆幸选择经开区创业发展！”漯河有鹿食品有限
公司董事长闵权鹿动情地说。

不止是有鹿食品一家。香港太古可口可乐饮
料有限公司，从开工建设到投产运营用了短短 6个
月的时间；新区姚庄村项目用地拆迁，不到 20天全
部完成……

营商环境的好坏，是衡量一个地方能否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试金石。项目建设之所以呈现出投产一
批、开工一批、签约一批、跟踪一批、储备一批，压茬
推进的“经开区速度”？漯河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吴玉
培说，最关键的因素在于经开区营造的亲商、敬商、
安商、利商的营商环境。

为了让“信息多跑路，企业少跑腿”，2017年，经开
区工商分局率先在全省全面实行“三十五证合一”改
革，成为全省首批“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原先需要近
两个月才能完成的企业设立手续，压缩到5个工作日
以内。“过去办理相关证明往返一趟最少半天，现在只
需交给代办服务专员，半小时就能搞定。”汇龙液压总
经理赵会芳说。

为方便企业进驻，经开区提出了“三个一”的口
号：在与企业对接服务上，“一站直达”；在重点项目
服务上，“一路绿灯”；在扶持企业优惠政策上，“一诺
千金”，从项目进驻、落地建设，到投产达效，严格实
行产前、产中、产后全链条动态服务。

为确保项目快速落地、投产达效，经开区按照
“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台账、一抓到
底”的“五个一”工作机制，采取领导分包企业制度，
组建企业服务合力团，实施台账推进，挂图作业，现
场办公，不断优化投资环境，及时有效解决企业发展
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为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经开区注册成立了
漯河首家县区级基金管理企业——河南隐阳汇金股
权投资中心，区城投中心与建设银行、中原银行签订
规模为 33亿元的产业发展基金、城市发展基金合作
协议。与中原银行等商业银行加强合作，通过融资
租赁、质押贷款等方式新增融资4.95亿元，以融资带
动大投入、大开发、大发展。

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吸引力，是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保障。今年以来，北大荒、中钢研蓝宝石、
清华同方、万邦国际等国内外名企纷纷抢滩，30余家
高端高新企业核准注册登记进驻经开区。

项目建设厚植发展根基 强化服务做优营商环境

绿色发展谱就民生底色

美丽的中山公园 潘付堂 摄

高速公路和铁路立交桥 潘付堂 摄

游园一角 潘付堂 摄

10月 31日，总投资 40.8亿元，包括卫龙食品产
业园、昌建地产昌建城、南环路东伸及改造在内的 7
个重点项目在经济技术开发区集中开工。这是自春
季集中开工总投资 46亿元、包括液压科技产业园项
目在内的8个项目后，经开区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上的又一精彩之笔。

项目建设是发展的生命线。近年来，经开区始
终坚持以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为主抓手，抢抓机遇
争项目、招商引资上项目、认真策划立项目、千方百
计备项目、全力以赴保项目，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不断取得新突破，成为经开区跨越发展的强大支
撑。在招商引资方面，经开区围绕四大主导产业，
着力招大引强和强链、延链、补链，持续加大对国内
外 500强、行业百强企业投资项目引进力度，招商引
资亮点纷呈。一是招商专题活动多、成效好。前三
季度，邀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带队赴沪、粤、湘
等省、市专题招商、对接项目 4次，区党工委、管委会
领导班子成员带队赴京、沪、川等 20多个省、市招商
邀商 30多次，成功引进了嘉吉动物饲料母料、嘉吉
复合果糖以及上实集团投融资公司等一批知名企
业投资项目。在第十六届食博会上，经开区承办的
各类商务活动占全市的四分之一以上。此外，还在
食品和包装机械工业协会年会、中国（郑州）产业转
移系列对接活动上进行了专题推介。二是签约项
目投资大、知名品牌多。1月—9月份，共签约投资
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17个，总投资 117亿元。新签约
项目中，投资 10 亿元以上项目 5 个，投资 5 亿元以
上项目 3个，其中包括全国休闲食品龙头盐津铺子、
全国山药休闲食品第一品牌山东宏途、全国自加热
方便食品龙头福建宏绿等国内外 500强、行业百强
投资项目 9个。三是征地项目多、项目质量优。全
区前三季度挂牌土地 1500多亩，预计全年挂牌土地
3000多亩，其中工业用地 2500亩，为三年以来出让
土地的总和。

招商引资是基础，项目落地是关键。今年以
来，经开区项目建设呈现出重大投资项目多、企业
续建项目多、城建重点项目多的显著特点。前三
季度，全区共新开工各类项目 27个，总投资 135 亿
元。其中，包括投资 20 亿元的中国液压科技产业
园项目、投资 20亿元的卫龙休闲食品产业园、投资
10 亿元的宏途休闲食品工业园项目等。同时，统
一集团投资 2亿元新上高速方便面生产项目、协鑫
集团投资 2亿元新上方硅芯自主切割项目，有鹿食
品、平平食品等重点企业也均在经开区新上项目、
扩充产能。在城建项目上，投资 3.5 亿元的双创孵
化大厦项目全面开工建设，目前已完成地下一层

施工，东山路、南兴路、新漯上路等一批新
建道路建成交付使用，投资 4.1 亿元的

中山路立交桥全面建成通车，东方
红路延伸工程、湘江路东伸工程、
漓江路打通工程等一批道路环
通工程加快推进，八纵八横的
城市路网框架基本成型，实现
了建成区“东西贯通，南北通
达”，并将经开区剩余 5000亩
建设用地全部盘活。一个个
项目的落地实施，犹如一个个
强大引擎，驱动漯河经开区高
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今年以

来，漯河经开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8.8%，增速保持全市第

一；实际利用外资 18016 万美元，实际
利用外资总量全市第一。

观光旅游、生态农业采摘等为一体的漯河东部自然
风景植物园。

功能更完善。先后投资 6亿元，新建、续建道路
16条，并对20条道路进行改造和绿化、亮化提升，新
建道路达到50公里，新增绿化面积120万平方米，为
近10年来的总和。投资3亿元的中水循环及沿途10
公里景观打造和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全面建成贯
通。投资 2亿元的经开区第二污水处理厂在全市率
先并网运营，污水处理能力达到19万吨/日，建成区雨
污分流工程完工投用，城市承载力得到明显提升。

生态更优美。继续大力整治“小散乱污”企业，
在去年关停取缔 263家的基础上，今年又关停取缔
了26家，年底前力争“小散乱污”企业全部清零。全
面消除黑臭水体，完成黑河西支疏挖及景观提升工
程，引入中水增强河道自净能力，彻底把“臭水沟”变
为“清水河”；大力实施干河综合治理，全面恢复干河
水系生态。

民生更幸福。教育水平持续提升，经开区实验
中学（三中东校区）建成正式招生，实验幼儿园建成
交付使用，经开区席郭小学启动建设，高新区小学、
湘江路小学等得到改造。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成效，
实现 14项帮扶措施全覆盖，行业政策全部落地，到
户增收、企业带贫、金融扶贫、转移就业增收措施实
现了4重覆盖，户均增收万元以上，贫困户医疗卫生
实现 8重保障。同时，投资 1亿元实施户户通工程，
30个行政村村民全部吃上安全饮水，80%以上的村
民用上天然气，所有村庄垃圾实现了集中处理和日
运日清。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明显改观。启动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先后投资5000万元用于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大城中村和老旧小区改造力
度，启动姚庄村整体拆迁改造工程，完成 62个老旧
小区和89条背街小巷的改造。

“开发区本身就是改革的产物。我们将把改革
开放的大旗一扛到底，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新发展理念贯穿始终，力争到 2020年，基本确
立四大产业在全省领先优势；经济总量增加一倍，再
造一个经开区；全区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1600亿元，
力争达到2000亿元；区属财政公共预算收入确保每
年 20%以上的增速，达 10亿元，主要经济指标增速
持续高于全省全市平均水平，使经开区成为区域经
济增长极、高质量发展示范区。”面对未来，吴玉培信
心满满。

▶可口可乐漯河生产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