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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部（清丰）家具产业基地

●中国家具行业先进新兴产业园

●河南省最具投资法制环境产业集聚区

●河南省最具竞争力产业集群金星奖

●河南省百亿产业集群30强

●河南省5A级最具投资价值营商环境集聚区

●河南省十佳特色产业名片集聚区

清丰集聚区名片

清丰县企业服务中心（中）、省级家具产品检测检验中心（左）、
劳动就业人才培训中心（右）

清丰鑫优迪家居有限公司软体家具面料加工车间

清丰县产业集聚区家具产业园航拍图

清丰5万平方米地标性建筑——家居会展中心

清丰世纪嘉美家具清丰世纪嘉美家具
有限公司实木产品有限公司实木产品

全友家私清丰分公司全友家私清丰分公司
声光电具全现代化展厅声光电具全现代化展厅

河南新南方家居有限公司河南新南方家居有限公司
板木家具自动化生产线板木家具自动化生产线

清丰县城实景航拍清丰县城实景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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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永恒
本报通讯员 李自军 刘建峰 王茂永

清丰家具产业进入发展期已经10年。
10年前，清丰传统的家具产业，只是

一些木器加工作坊和小型家具厂，单打独
斗，各自为战，有着巨大的“成长制约”之
痛。

10年间，人转思想，产业转型，规模转
大，集群转强，产品转优，发展方式转新，
转出了一片新天地。

10年后，清丰家具令人赞叹。产业发
展成群，面积达到 12平方公里；产品特色
独具，品质高端，声名远扬；产业规模增
大，企业总量突破 200 家，年产家具 180
万套（件）。清丰全县工业增加值近五成
来自家居产业，成为清丰经济的增长极，
富民强县的新引擎。

凝心聚力谋转型

进入 21 世纪，家具产业处在如何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十字路口，转型创新成了
清丰躲不开绕不过的必由之路。“早转早
主动，晚转会被动，不转就没有出路”成为
清丰全县上下的强烈共识。

那么，如何去转？这是摆在清丰县
委、县政府面前的一大课题。

2008 年，河南省政府批准清丰县建
设产业集聚区，给清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清丰县
委、县政府抓住机遇，谋定而动，在县城东
部 106国道两侧圈定了 9.3平方公里的集
聚区建设区域，划为家具、食品、装备制造
三大产业园。从此，以家具为主导产业的
集聚区建设大幕徐徐拉开，开始谱写转型
升级新篇章。

高点规划领转型。聘请多位知名专
家搞策划，理思路，谋设计，引领转型。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
究员马仲会高质量编制了《清丰县产业
集聚区发展详细规划》，明确了以特色家具

为主导产业，打造“中国中部家具产业基
地”的发展目标和转型升级的发展路径。

搭建平台助转型。按照“功能集合
构建”的建设方针，30多条集聚区道路按
需而建，形成路网格局；集聚区自来水
厂、垃圾处理厂、工业污水处理厂、变电
站等配套设施应需而生，“六通一平”全
部覆盖；24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为产业
转型提供空间，1000 余套公寓让职工安
居创业。

集约节约推转型。把家具产业园划
为10个区域，1—3区建设标准化厂房，由
清丰县政府出资先建后租，主要承接家具
产业转移的中小企业,4—10区承接需要
单独供地的企业，由企业按照规划要求自
主建设。支持企业建设多层厂房，扩大空
间利用率，目前多层厂房占比80%以上。

“腾笼换鸟”促转型。清丰县产业集
聚区将 52家规模较小、成长性差、产品低
端的本土小型家具企业全部拆除，退出家
具园区市场，为高端制造、大型商贸等竞
争力强、成长性好的企业“腾笼换鸟”，焕
发转型活力；通过本土企业与外来知名企
业有效“嫁接”，使其从低成本竞争向差异
化竞争转变，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
变，从“大而全”向“专而精”转变。

精准治污催转型。清丰家居企业全
部安装VOCS在线监测系统，建成 3个大
气监测站（点），21家企业完成了煤改气
（电）双替代，辖区内道路全天洒水抑尘，
建设工地达到“六个 100%”。依法取缔

“小散乱污”企业3家，11家企业受到不同
程度的处罚，70个环境监察交办的问题，
一个不漏整改到底。如今 PM10、PM2.5
平均浓度大幅下降，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
善，集聚区发展“底色”越来越绿。

开放招商强支撑

“实现转型发展，必须紧紧抓住开放
招商，着力加快项目建设，精心培育产业
亮点，形成硬支撑，借力促转型。”清丰县
委、县政府果断决策。

2016 年，清丰新一届县委领导班子
上任后，把开放招商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
支撑，转型升级的动力源泉，努力构筑高
质量发展的硬支撑。瞄准珠三角、长三
角、四川、环渤海等重点区域，尽锐出战，
靶向发力，“钉钉子”一样深入开展驻地招
商、集群招商、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开
启全产业深度开放合作新模式。引入全
友家私、南方家私、双虎家居、好风景家居
等行业大腕，夯实产业基础；京津冀、江浙
粤发达地区家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清丰
抢抓机遇，果断出手承接。清丰县委书记
冯向军、县长刘兵亲自率队,连续出击北
京、天津、河北、江西、浙江、广东及其周边
地区，2017年，承接家具转移企业就突破
100家，园区企业总数达180多家，家具园
区面积由5平方公里扩大到12平方公里，
成为全省最大的家具产业集群之一。“中
国中部家具产业基地”实至名归。

为加快项目建设，“领导在一线督
导、干部在一线创业、措施在一线落实、
办法在一线研究、问题在一线解决”的

“一线工作法”成为确保项目高效推进的
“破题密码”。

“马扎会”“草帽会”“周例会”“重点项
目调度会”“半天室内工作法”“项目推进
大督查”等工作机制，彰显清丰党员干部
的实干与担当。

企业对接“一路直达”，项目落地“一

路绿灯”，扶持政策“一诺千金”。派驻“服
务企业第一书记”，为企业“加快办手续、
着力促进度、认真查安全，精准帮环保”。

“不要把自己当成官”“不要对企业说不
行”，成为清丰党员干部服务企业的基本
准则。

为加快项目手续办理，清丰县企业
服务中心领办代办，“一站式办理”“一次
性办妥”构成全链条服务体系；28 个职
能部门 44 个服务窗口汇集行政服务大
厅联审联批，变不能办、不好办为想法
办、马上办，助推家具产业转型升级跑出
了“加速度”。

创新驱动促提质

“创新创业，转换动能，技术改造，模
式突破”是清丰家具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
跨过的门槛。

联高校，转成果，加快自主创新。以
企业自主创新为根本，构建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
新体系。72 家规上企业七成以上与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建立技
术研发中心，累计转化科研成果 20 余
项，自主研发新产品 80 多种，获国家发
明专利、外观设计专利 42件。全友家居
公司率先采用互联网与信息技术，对传
统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形成了规模化生
产和定制化供给的新模式，开创了清丰传
统家具私人定制的新业态。双虎家居公
司与四川工业大学联合研制的机器人喷
漆新技术，彻底替代了人工作业。清丰电
商产业园利用“互联网+”，开设清丰家具
网站“濮淘网”，使清丰家具迅速进入全国
市场。

建体系，提品质，加快品牌创建。坚
持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构建质量
管理体系。全面推进企业进行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
和OHSAS18000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认证,助推企业提质增效。出台奖补政
策，鼓励、支持企业以新技术、新材料、新
工艺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加快形成一
批能够在全省、全国具有一定地位的优质
品牌。如今产品包括板式家具、实木家
具、软体家具、藤编家具、板木家具、玻璃
家具六大门类 100多个品种；“檀木家具”

“乌金木家具”“红木家具”“金丝木家具”
等一批高品位产品脱颖而出；“全友家私”

“双虎家居”“南方家私”“福金家具”“丰川
腾艺”“美松爱家”等 30多个品牌形成清
丰家居产业的发展支柱。

补短板，强弱项，拉长产业链条。近
年来，清丰县以家居产业安全、环保、生态
为目标，以补短板、延链条为切入点，加快
配套产品的研究开发，促进产品链与产业
链深度融合。家具五金、玻璃、海绵、布艺
面料、新材塑钢、密封胶条、机制木炭等配
套产品和下游产品陆续涌现，循环经济初
步形成。国际家居博览中心、家居辅料城
等形成规模，5万平方米的家居会展中心
成为清丰地标性建筑，成功举办首届“中
国·清丰实木家具博览会”；现代家居物
流园、大型商贸综合体正在加快建设；家
居研发设计中心、整装家居中心、红木家
具馆、中国大漆家具博物馆等项目全面
启动。

出 实 招 ，求 实 效 ，加 大 金 融 支 持 。
2017年，清丰县政府决定，由县财政向县
农商行、中国银行注入资金2000万元，清
丰县产业集聚区牵头，设立家具企业风险

补偿基金，放大 10倍循环信贷，支持企业
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目前已为企业累
计循环借贷 2.3 亿元，使 100多家企业资
金缺、融资难问题得以有效破解，转型升
级、创新发展步伐明显加快。

抓党建，创机制，为高质量发展添薪
续力。清丰县委创新实施先锋堡垒孵化
行动，着力在县产业集聚区集中打造 1个
孵化中心、9个孵化基地、113个孵化点，
形成“三级阵地”，加快企业非党人员积极
向党组织靠拢。建强党务工作者、党建孵
化员和党支部书记“三支队伍”，切实把非
公企业党建工作抓细抓实抓出成效。党
建经费、督导考核、优质服务“三项保障”
同时跟进，有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
覆盖。“三个三”工作机制为企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2018 年，全国家具制作职业技能大
赛河南分赛区选拔赛在清丰县产业集聚
区举办，在来自全省近百名参赛选手中，

“工匠之星”前6名均由清丰集聚区的企业
选手夺得，充分体现了清丰创新驱动高质
量发展的可喜成果。“中国家具行业先进
新兴产业园”花落清丰。

重整行装踏征程

进入新时代，站在新起点，实现新作
为。清丰人信心满满，底气十足。

着力推进产业发展绿色化。建立绿
色生产制度，强化政策导向，加快动能转
换，推进“二次创业”。建设包括材料、设
计、加工、产品、包装、运输、拆装、回收在
内的全产业绿色链条，形成家居产业“绿
色核心竞争力”，保障家居产业绿色、环
保、节能、高效发展，实现经济、生态、社会
共兴共赢。

着力加强品牌设计顶端化。坚持品牌
创建，加强顶层设计，对品牌“精准定位、远
景目标、核心价值、中长期战略”进行深入
研究，聚焦品牌核心价值，聚力打造属于自
己品牌的独一无二的属性，立于市场不败
之地。同时借助媒体讲好清丰品牌新故
事，奏响清丰品牌最强音，提升清丰品牌新
形象，扩大清丰品牌影响力和吸引力。

着力加快产品制造智能化。科技引
领，创新驱动，让技术创新赋能清丰未
来。加快民用家具、办公家具、酒店家具、
儿童家具、校园家具、特殊用途家具的生
产由“清丰制造”转向“清丰创造”，形成多
品种、柔性化、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
完整产品链。依托“中国中部家具产业基
地”之优势，以人和大道为主轴，在人民路
以南,加快建设家居展示、展销“十里长
街”，打造独具特色的家居性产城融合的
典范，形成全国品牌家居集散地，实现在
清丰即可“买全国”“卖全国”，真正成为

“中国中部家具之都”。
着力打造产业链条高端化。强力推

进绿色、智能、技术三大改造，提升产业链
水平，以产业高端化、技术尖端化、质量顶
端化为目标，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集家居产品设计、展示、资讯、采购功
能于一体的电商大平台，推进电商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形成新业态。借助“互联
网”“物联网”，形成线上反馈、线下沟通、
厂家配送的售后闭环。生产链、供应链、
销售链三大链条紧密结合，催生现代化的
家居商贸物流中心，让清丰家居叫响全
国、闯出国门。

“实木清丰”将带着她的梦想，飞得更
高更远。 清丰一品龙家具有限公司实木家具生产车间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