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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制造产业高地起天中
——驻马店装备产业集聚区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汪军强 本报通讯员 刘勇

3 月 26日，驻马店市委市政府召
开全市产业集聚区项目观摩暨工业发
展大会，驿城区获得第一名。

8月29日，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组织的考核专家组，在实地考察了驻马
店中集华骏车辆有限公司、驻马店大力
天骏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驻马店沃玛
顿车轮材料有限公司等示范点，听取了
各示范点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情况后，
通过了驻马店装备产业集聚区申报的

“河南省专用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知名品
牌创建示范区”考核验收。

近年来，驻马店装备产业集聚区
以质量提升、品牌带动为重点，大力推
进专用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创新升级，
着力打造精品制造、品牌制造，推升区
域品牌的影响力、辐射力和带动力，不
断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提升产业
质量发展水平，提高区域品牌竞争力，
逐渐形成了国内中高端专用车制造产
地，先后荣获河南省“特色装备制造产
业园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2013年度、2016年度十先产业集聚
区”“一星级产业集聚区”“二星级产业
集聚区”等荣誉称号。

今年1-10月份，驻马店装备产业
集聚区完成主营业务收入225.4亿元，
增长 9%，其中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73.2
亿元，增长 6.8%；固定资产投资 53.8
亿元，增长 56.1%；增加值 43.3 亿元，
其 中 工 业 增 加 值 15.5 亿 元 ，增 长
13.2%。预计全年产业集聚区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幅为 52%；完成主营业
务收入 250亿元，同比增幅为 9%，其
中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107.52亿元，同
比增幅为 8.5%；增加值 52亿元，其中
工业增加值 18.4 亿元，同比增幅为
10%；从业人员约2.7万人。

产业集聚
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突出招大引强。去年以来，突出装
备制造主导产业的延链补链，通过采取
完善产业图谱、以商招商、政策激励等
措施，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产业
集中集聚的区域，组织开展专题招商推
介活动，2017年以来，全区共签约项目
22个，合同总投资198.3亿元。特别是
成功引进了投资22亿元的鹏辉动力电

池科创园、投资20亿元的正兴车轮、投
资 15.3亿元的钢结构产业园、投资 10
亿元的天骏冷藏车生产等一批带动能
力强、产业层次高的大项目、好项目。

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围绕主导产
业集群，积极吸引关联配套企业，促进
主导产业纵向连接、横向配套。以中
集华骏、鹏辉新能源等大型骨干企业
为龙头，示范引领、典型带动，推进“三
大改造”，提高生产效益，实现做大做
强。现拥有整车、专用车制造企业 3
家，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 59家，主要
有中国机械工业 500强中集华骏、中
原最大车轮制造企业恒丰实业以及红
星中源汽配件、鼎盛车轴等，其中汽车
配套零部件涵盖车桥、车轴、板簧、传
动轴、车轮、轮毂、刹车毂、半挂总成等
汽车配套产品11大类约600多个规格
品种，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并出口亚
洲、北美、欧洲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现已具备年产各类专用车 6万辆、新
能源电动汽车 10万辆、汽车零部件铸
造和加工50万吨的生产能力。

特色产业关联优势明显。依托中
集华骏龙头企业规划建设了 1000 亩
的机械园制造园区，引进了一批配套
型、互补型企业，进一步完善上下游产
业链条，形成产业集群发展，推进产业

延伸和资源升值。目前，为中集华骏、
大力天骏配套总投资 14.04亿元的仁
和型钢、文达管材、精密封件等 13个
项目已全部建成达产，产业附加值进
一步增加，关联度优势明显。

创新升级
为发展注入新动能

为促使集聚区入驻项目做大做强，
驿城区设立了 5000万元的科技创新、
区长质量奖、育优扶强基金，建成了河
南省专用车辆改装、专用汽车轻量化等
22家市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先
后引导中集华骏、华顺阳光等 32家区
属重点企业，与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河
南省科学院等 26家重点院校、科研院
所建立了稳固的技术合作关系。2017
年实施产学研项目41个。

确立了以“集群化、信息化、服务
化、品牌化”为发展理念，引进先进技
术，培育企业名牌产品；明确把汽车及
零部件产业集群作为优势产业重点发
展；明确推进专用车及零部件产业集
群品牌提升、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壮
大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

大力实施“人才兴区”战略，引进高
层次人才56名。目前正在实施的华骏

“灯塔项目”，是中集华骏面向工业4.0

和中国制造2025，启动建设的集“自动
化、模块化、数字化”于一体的半挂车智
能制造中心，该项目投资10亿元，建设
成国内乃至国际一流的专用车制造中
心，实现产品设计和生产的模块化、自
动化、数字化，最终实现车辆制造技术
的持续升级和产业模式转型，达到工业
制造4.0水准。年底将全部建成投产，
年产能 3万台套，每年可新增产值 20
亿元，新增利税2.5亿元。

服务优化
营商环境再升级

以服务转型促产业转型，集聚区不
断优化发展环境。认真落实“产业强市

30条”“服务企业22条”，积极推进“一
网通办”“一次办妥”，扎实开展每月15
日企业服务日活动，建立了区四个班子
成员分包重点项目、责任单位具体负
责、职能部门代办服务、驻企联络员跟
踪协调“四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千方百
计解企业之忧、排发展之难，优化营商
环境，推动企业快速发展。

明确由区长牵头，分管副区长具体
负责，区科工信委、发改委、财政局、商
务局、质监分局、产业集聚区管委会等
有关单位参与，定期召开专题会议，认
真研究解决装备制造特色产业集群发
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装备产业集聚
区建设指挥部每周召开例会，具体协调

推进产业集聚发展的各项工作。
完善推进机制。为积极推进装备

制造产业集群发展，进一步加大政策扶
持力度，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提升集群
发展水平。组织编制了《驻马店装备产
业集聚区总体发展规划》，并获省发改
委批复，确定了驻马店装备产业集聚区
的发展定位，以科技创新为方向，以装
备制造、食品产业为主导，以现代服务
为纽带，以完备设施、良好环境为支撑
的中原地区重要的产业集聚基地。

集聚区不断更新硬件设施，将集聚
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统筹纳入百城建
设提质工程，推动城区公共服务设施向
产业集聚区延伸覆盖，大力推进集聚区
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入资金186.5亿
元，建成道路82公里，铺设管网252公
里，建设标准厂房310万平方米。建成
安置社区4个，安置群众3万余人，产业
集聚区成功吸引了人口和产业向区内
转移。区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与
主城区实现了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产
业集聚区的吸引力和承载力明显增强。

十年逐梦，十年奋进，展望未来，
砥砺前行。

“驿城区将继续狠抓项目建设，完
善配套设施，加快产城互融，继续坚持
节约集约发展，全面构建循环经济体
系；坚持以产业集聚为核心，着力培育
装备制造特色支柱产业，增强产业集
聚区发展潜力；严格保护生态环境，实
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动产业集
聚区经济总量逐年提升，力争到‘十三
五’末，建成国内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中
高端专业车生产基地，将驿城区打造
成为环境优美、宜居宜业的城市新
区。”谈及未来，驿城区委书记贾迎战
告诉记者。

◀国家绿色工厂——中集华骏灯塔工厂
▼中国最具投资价值锂电上市企业——

鹏辉新能源动力电池产业园

河南省智能工厂——中集华骏智能渣土车生产车间 中国光伏骨干企业之一——华源光伏 红星中源汽配主导产品制动轮

痴心不改，只为一杯赊店好酒
——专访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王贤

醉心品评

成就“最懂酒的人”

1988年，高中毕业的王贤，到赊店
老酒技术中心工作，做了一名技术员，
从此踏上了白酒品评之路。也许有人
会觉得品评是件轻松、惬意的事，但了
解的都知道，其实这是一项专业性强、
标准要求高的技术性工作。从业人员
不仅要具备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和专业
技能，而且需要视觉、嗅觉、味觉特别灵
敏，要求忌辛辣、忌化妆品……换句话
说，就是要改变原有的生活习惯，远离
重味的食品，始终保持清淡的饮食规
律，对于自律性不强的人来说，是难以
做到的。

为了熟练地掌握白酒品评技能，
王贤做出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牺
牲——多少个不眠之夜，她抱着各种书
籍和资料一遍遍研读、琢磨，所有有关
白酒品评的化学、食品、酿造、化验、勾
兑、检验分析、设备、食品安全、微生物
等资料她都爱不释手，硬是凭着一股韧
劲自学掌握了大学本科专业知识，奠定
了扎实的理论功底，其后结合学习心得
撰写的 30多篇专业论文受到专家肯定
并获优秀论文奖。

为了进一步练就“嘴上功夫”，她下
车间深入曲酒生产一线，蹲在甑桶前虚
心请教勤学苦练，断花摘酒，从品酒度
到品质量，找差异抓特点。70度左右的
原度曲酒一度侵蚀了她的口腔与舌苔，
麻木了她的神经，但她没有因此却步，
顽强的毅力和执着的追求，帮她渡过了
最初的困惑期，她的白酒品评能力飞速
提升。

但王贤并未满足，走访名企、拜访
名家、虚心求教，她如饥似渴地学习，
无数次的品评鉴别实践，全国上千个
品种的白酒都在她“舌尖”上被检验
过，国内各种香型的白酒都被她分析
研究过，数十个不同风格的白酒被她
品咂过……

春华秋实，天道酬勤。二十年如
一日对品评技能的刻苦钻研、实验创
新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在后来连续三

届的全国白酒品评技能竞赛中，王贤
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精湛的专业技
能、丰富的实践经验沉着应战，厚积
薄发，取得令人惊艳的成绩，成为河
南唯一一个连续三届进入全国前 20
名的选手，唯一一个连续三届荣获全
国酿酒行业技术能手称号的选手，还
先 后 被 评 为“ 全 国 酿 酒 行 业 技 术 能
手”“河南省首席白酒品酒师”“河南
省白酒品酒技术带头人”“河南白酒
大 师 ”“ 河 南 白 酒 科 技 创 新 领 军 人
物”；荣获“全国劳动模范”，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并带出一支在全省白酒
品评职业技能竞赛中夺得榜首的优
秀 品 评 团 队 ，她 本 人 也 被 业 界 誉 为

“河南最懂酒的人”。

匠心研发

打造“最好喝的酒”

在河南白酒市场上，如果你随便找
个消费者调查，问他哪一种地产白酒最
好喝，其中的答案必定会有“赊店老
酒”，而且这种消费者好口碑历经多年
而不倒。

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在一
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无论是市场向
好还是遭遇“寒冬”，赊店老酒都始终
能够保持坚强的韧性，没有随行业出

现大落的现象，充分说明他们的产品
质量非常稳定，在消费者心目中始终
值得信赖，这方面公司总工程师王贤
功不可没。

从中国赊酒到青花瓷系列，王贤
“像怀着感恩的心给老母亲熬粥一样”，
把生态、创新等核心元素一一融入研发
过程之中，并最终酿造出了具有窖香、
糟香、曲香、陈香、粮香，复合香气幽雅、
陈香舒适，入口绵柔、圆润，酒体醇厚细
腻，诸味协调，余味悠长，风格典雅的赊
店好酒。

那么，赊店老酒“好喝”和“天长地
久”背后的秘诀是什么呢？在王贤看
来，赊店“酒品好”好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好在五粮酿造。赊店老酒纯
粮固态发酵，以高粱为主体，配以适量
的糯米、大米、小麦和玉米，荟萃高粱之
香、糯米之绵、大米之净、小麦之醇和玉
米之甜，着意五粮配比，特意突出糯米
用量，采取多粮发酵，赋予老酒的复合
粮香，增加酒体香味、酒质绵柔。

二是好在人工制曲。曲是从原粮
到美酒的酿造动力。赊店老酒采取人
工制曲，踩曲百脚一坯，提浆效果好，富
集微生物种类多，为酿酒夯实基础。大
曲包括高温曲、中温曲，不同季节大曲
搭配使用，可使参与窖内发酵的微生物
种类齐全、数量增多。

三是好在生态小窖。千年老酒，源
于千年老窖。赊店老酒至今仍使用明
清窖池，这些传统的生态小窖，窖泥内
富集多种微生物组成了共生菌系统，梯
形窖池表面积大，使得酒糟接触窖泥充
分，窖泥老熟加快、酒糟酯化能力增强，
产酒窖香更加浓郁。每个生态小窖投
粮 800公斤，多粮发酵，双轮底发酵，产
生丰富多样的香味成分，增加酒体“复
杂度”。

四是好在酿酒良法。赊店酿酒讲
究“一长二高三适当”，即发酵期长，酸
高和淀粉高，水分、温度和谷糠适当，使
得原浆酒口感醇甜，主体香突出。生产
注重“稳”“准”“细”“净”，蒸馏做到轻、
松、准、薄、匀、平，缓火蒸馏，分级摘
酒。天赐赊店深井水，富含锶、锌、硒等
益于酿酒的微量元素。

五是好在恒温窖藏。藏酒是提
升原酒品质的一道重要程序，在原酒
储 存 老 熟 基 础 上 ，赊 店 老 酒 发 挥 洞
藏、陶坛和罐群储酒的规模优势，增
加储量，卡紧时间，贮存不到期绝不
出库。特别是在赵河西岸的恒温山
体洞藏独一无二。精选的优质原浆
酒装入陶坛储藏于温度 18℃左右、湿
度 78%上下恒温恒湿的山体洞藏长
达数千日夜，夏不曝冬不冽，在优越
的“小气候”中，自然老熟生香，洞藏
后的酒退去了酒液新酿的燥辣之气，
历经时光的粹炼更加醇厚浓香，绵柔
和陈香自然升华。大宗酒分类进入
地 下 陶 坛 ，普 通 原 酒 存 于 不 锈 钢 大
罐，不同容器风味各异。

当然，这些独门绝技的练成，都是
以王贤为代表的公司酿造、品评技术队
伍，数十年如一日的匠心坚守的成果。

痴心为酒

助力“永争一流”

如今，豫酒振兴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着，身为豫酒“五朵金花”之一，赊店老
酒更是被省政府和南阳、社旗当地政府
寄予厚望，围绕上级政府要求和企业自
身定位，赊店老酒也给自己提出了更高
的目标，比如上市、深耕全省乃至全国

市场等，这对王贤和公司技术团队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王贤表示，在产品质量提升和新
品研发上，他们始终在紧跟着公司的
战略步伐进行着调整和积极准备。近
两年来，王贤更加注重市场调研，在酒
体设计上突出绵柔、舒顺，更注重“80
后”和“90 后”的消费需求。尤其是随
着各种先进的检测仪器设备的加入，
她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可以将仪器
检测和感官品评相结合，确保赊店酒
质得到稳步提升，达到全国一流的质
量水平，形成酒度高而不烈，低而不淡
的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公司山体洞藏
酒窖的建成，洞内恒温恒湿的优越储藏
条件，给打造更优质的产品奠定了基
础。在王贤的主持下，公司原有的赊店
元青花成功进行了裂变，新研发的赊店
元青花洞藏年份酒 10、15、20，有效延
伸了公司的中高端产品线，并且凭借过
硬的产品质量一上市就赢得了消费者
和市场的诸多好评，多次现身省内中高
端商务会议，仅今年上半年就有 300多
场高端商务会议将其指定为唯一招待
用酒，其中郑州 200 多场，南阳 100 多
场。

“一生追求，只为舌尖上那一抹醉
美！”这是王贤的人生追求。即便如今
已经身为公司高级管理层的一员，她
也始终没有忘记初心，办公楼里的副
总经理办公室她多日不去一次，实验
室、品酒室却时时都有她的身影。用
她自己的话说，每天不品品酒心里就
不踏实，好像自己的孩子不知道吃没
吃饱、穿没穿暖一样，只有对所有的酒
样心中都一目了然，才能放下心来睡
好觉。

不仅如此，每次出席各种全国性的
品评会议，她依然保留着一个多年的习
惯——随身带着酒样，一有机会就和其
他名企的酒样进行对比，发现不足就及
时调整，发现别家的长处就及时汲取学
习，以此时刻保持赊店的酒品质量始终
处于国内一流。

王贤说，让赊店老酒的酒品“勇争
一流”，她完全有这个自信。

当前，全省白酒业

正处于加快转型发展

的重要时期，地处豫南

的赊店老酒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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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公司相继荣获

“中国白酒国家评委感

官质量奖”“河南白酒品

评第一名”“河南酒业感

官质量创新奖”“豫酒五

朵金花”“河南十大名

酒”等诸多荣誉。尤其

“中国白酒国家评委感

官质量奖”，是得到全国

200多位国家级评委肯

定，国内质量最高的奖

项之一，被誉为国内白

酒界的“奥斯卡”，而赊

店老酒已经是两获此

奖，成为豫酒中的独一

家！

这一切，和该公司

总工程师王贤带领技术

团队数十年如一日的匠

心坚守密不可分。

□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朱西岭

总工程师王贤在工作室专注品酒

匠心坚守，痴心为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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