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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创业”的背景下，集聚区如

何推进招商？如何扩大投资？如何实

现高质量发展？8月 30日，记者一行

对太康集聚区进行了深入采访调研。

初秋的豫东大地洋溢着收获的气息，

车一下高速，双向6车道两边挺立着笔直

的银杏树，清一色太阳能路灯闪耀着，一

派现代气息扑面而来，道路宽了，城市靓

了，企业家的干劲更足了。

太康县委书记王国玺说：“为打造

太康集聚区这块金字招牌，太康县从以

党建统领高质量发展、以创新支撑发

展、以诚信拓展发展空间、以绿色规范

发展理念、以文化铸就发展根基等五个

方面来统筹集聚区发展，最后以人为本

来评判集聚区建设好坏。这个标准得

到投资商和百姓的拥护。”

在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太康集

聚区今年保持了投资力度不减，发展态

势迅猛，投资环境更优的好局面。今年

5月在整个周口市重点项目观摩评比

中太康县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获得周

口市“工业经济发展强县”荣誉。

□本报记者 李保平 本报通讯员 翟伟强

集聚区建设关键在干。

多年前，太康对外的名片是农业大县，而今，

太康打造了熠熠生辉的纺织服装和锅炉制造两大

名片。

太康的巨变被誉为“平原农区的有效突破”，

2018 年，集聚区实现了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

入 416 亿元，同比增长 27%；从业人员 6.1 万人，同

比增长 28%的好成绩。究其根本，是集聚区建设

给太康带来了巨变。

我们看到，太康集聚区建设全县一盘棋，上到

书记县长，下到一线招商干部，一张蓝图绘到底，

一棒接着一棒干。筚路蓝缕，11 年奋战，平原农

区崛起了生态新城；而反观有的集聚区，定位不

清，发展疲惫乏力，每况愈下。

集聚区建设是我省的最大财富，为工业发展

储备了工业用地，为招商引资打造了良好平台，今

年，我省集聚区又提出“二次创业”，在创立 11 年

时再来审视，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建 议 全 省 集 聚 区 ，通 过“ 二 次 创 业 ”，全 面

对标先进，梳理产业规划，拉长产业链条，全面

实 现 高 质 量 发 展 ，为 中 原 更 出 彩 讲 好 我 省“ 产

业故事”。

（李同昌 省委政研室办公室主任）

——太康集聚区跨越式发展侧记

太康集聚区，我省纺织服装产业和锅炉制造
的核心基地，招商引资的一张亮丽名片。产业集
聚区规划总面积 23.35 平方公里，截至目前，集
聚区建成区面积 16.6 平方公里，批准入驻项目
133个，总投资487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101
个，投产项目90个。

2018年，集聚区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 87.4
亿元，同比增长 21%；实现利税 62.6亿元，同比
增长63%；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16
亿元，同比增长 27%。从业人员 6.1 万人，同比
增长28%。

2018年，太康集聚区先后荣获中国纺织工业
联合会“中国新兴纺织产业基地县”、“纺织产业扶
贫先进单位”、中国长丝织造行业协会“中国长丝
织造产业基地”、省市场监管局“河南省工业锅炉
产业知名品牌示范区”、省发改委“河南省首批省
级低碳园区试点创建单位”、省工信厅“河南省装
备制造业转型发展示范园区”、河南十佳发展战略
产业集聚区等荣誉。

记者在龙源纸业新投产的 30万吨再生
箱板纸项目现场看到，数十辆大卡车正在厂
区紧张装货。

在生产基地，记者看到厂房外立面粉刷
还没有完工，里面的造纸生产线已经投入生
产，在轰鸣的生产线上，一端是收购的废旧纸
箱，一端是锃亮的瓦楞纸。公司办公室主任
张青松介绍，龙源纸业二期项目总投资 7亿
元，建设总面积 3.6万平方米，是目前国内最
先进的造纸生产线。配套新建的热电联产除
满足龙源纸业和产业集聚区企业用气外，同
时可满足 20万城市人口供暖需要及产业集
聚区供热需求。

张青松说：“该项目投产后总体产量将达
到 70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30亿元，年上缴税
金约2.5亿元。未来，公司全力打造集造纸、热
电、包装、物流、建材于一体，具有绿色环保、资
源再生利用特征的箱板纸生态产业园。”

在集聚区碧海食品公司，记者看到，这家
以产品差异化、定制化为特点的速冻企业在竞
争激烈的速冻食品业取得了一席之地。2003
年在集聚区创业以来，规模进一步壮大，公司拥
有现代化标准生产车间三座，速冻食品生产线
10条、速冻螺旋隧道8条。年产速冻食品可达
20000吨，年产值1.7亿元，利税2300万元。

公司总经理刘瑞明说：“ 目前速冻食品
行业虽说竞争激烈，但同质化严重，创新不足，
专家型品牌还很少，百亿以上规模企业还未出
现，这些充分说明了速冻行业还是有很多机
会，各速冻企业的企业家都有机会为速冻行业
做强做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与智慧。”

龙源纸业、碧海食品是太康集聚区入驻
企业的缩影，他们通过上马新项目，推出新产
品来获得发展动能，在带来市场机遇的同时，
企业也获得重大进步。

2019年上半年，集聚区规模以上企业增
加值38.8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利税26.9
亿元，同比增长29%；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184.6亿元 ，同比增长 18%。从业
人员6.2万人，同比增长8%。

闻名全国、在全省极具影响力的太康纺
织服装产业集群已入驻企业 62家，投产及在
建纺织规模达到 150万锭，喷气、喷水、圆盘
织布机规模达到 7500台，服装年加工能力 3
亿件。在“二次创业”背景下，太康的纺织产
业正在通过智能化改造和谋划重大项目来实
现高质量发展。

银鑫棉业 B区纱锭智能化生产线现场，
规模庞大的生产线已经安装完毕，施工队伍
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工作。

据记者了解，B区占地 160亩，厂房面积
3.5 万平方米，项目运营后，全年产值将达到
3.8亿元，实现创税 3800万元，全年用电量将
达 5200 万度，拉动本地就业 600余人，工人
工资支出 3000万余元，能为地方经济发展起
到更好的拉动作用。公司始终坚持以“发展

企业、造福社会”为宗旨，在做好国内市场的
同时，把目标投向广阔的国际市场，努力走向
中国高端纺纱企业的最前沿。

在投资30亿元，占地1200亩的天虹项目
基地，彩旗飘飘，各路施工队正在进行紧张施
工。据悉，该项目由俄罗斯闽南商会、广东福
建泉州商会与香港磊磊集团联合投资建设。
未来，将引进商会会员企业 100家，实现营业
收入 100亿元，利税 8亿元，带动就业 18000
人，打造成为引领太康县主导产业转型升级
的主力军和农民工创新、创业的主平台。

除纺织服装转型升级外，太康锅炉产业已经
被批准建设河南省智能环保锅炉创新中心，记者
了解到，创新中心以河南省四通锅炉有限公司和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为牵头单
位，联合了北京之光锅炉研究所、上海工业锅炉

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及工业锅炉骨干企业。
创新中心现有以博士、硕士为主的研发

团队 33人，其中博士 4人。创新中心整合工
业锅炉行业上下游包括供应商、用户在内的
合作伙伴，依托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和智能
远程服务系统，通过“智能信息化作业平台”

“智能装备技术研发平台”和“智能服务创新
平台”三大平台的建设，形成“集人工智能、智
能装备、精准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创新平台”模
式，从而构筑产业竞争新优势，提升行业创新
能力，助力我国锅炉产业转型升级。该中心
将成为太康锅炉产业创新发展新引擎。

太康两大产业，通过积极主动实施智能
制造、加快绿色化改造、推进互联网改造等

“三大改造”，保证了主导产业的升级，打造了
行业竞争力，推动了行业发展。

内陆地区，招商一个项目，投资一个地
区，就不容易。

而更难的是，由一个客商，放大到一批客
商，10年来逐步加大投资，直至形成一个数百
亿的产业。

太康和闽商的合作，造就了一段佳话，成
就了一段传奇。

如今，10年前的纺织产业园项目已经和县
城融为一体，闽商也已经成为太康的一部分。

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客商服务呢？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18年，太康县为志

豪锅炉、润泰服饰、盛鸿纺织等36家企业解决
项目建设、房产证办理、用水用电、生产经营等
问题120多项，为龙源纸业、银鑫棉业、四通锅

炉等30多家企业，组织银企洽谈对接会4次，
帮企业协调银行新增贷款4.2亿元……

一组组数据，一个个案例，打造了太康环
境的名片。

县委、县政府相继制定了“1+1+1”分包
项目工作机制、首席服务官、“五个一”跟踪服
务、“五个一”节点推进、每周“一三五”跟踪服
务等服务管理机制。坚定不移地深化“放管
服”改革，全面推行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
办、一次办”，全力打造“审批事项少、办事效
率高、服务质量优”的营商环境。

量身定做企业健康档案，进行定期把脉问
诊，找准企业发展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供提质
转型、招工、融资等一对一精准服务和个性化、

差异化服务，实行企业“点菜”，政府“配餐”，各
职能部门由“管理者”转型为“服务员”，带着温
度服务企业，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太康集聚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陈令春
说，近年来，太康集聚区在业内的影响力越来
越大，仅仅 2018年，就有河南纺织高层论坛、
中国长丝织造行业技术创新研讨会、太康县
纺织服装产业差异化发展暨转型升级对接洽
谈会、河南太康锅炉行业质量提升活动启动
暨河南省四通锅炉创新中心成立大会、锅炉
国家标准制定会议、河南省造纸行业“四新”
技术交流及推广会议、中国搪瓷工业协会换
届大会等大型活动相继在太康举办，见证了
这座城市在行业内的影响力。

●● ●● ●●

8月30日下午，记者来到太康静脉产业园
新投产项目光大环保能源（太康）有限公司。

蓝天下，这座以白色为基调的建筑物熠熠生
辉，在静谧的现代化厂区内，小桥流水，绿树掩
映，丝毫感觉不到这是一个垃圾综合利用企业。

这个总投资 4.2亿元人民币，占地 120亩
的项目由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公司——光大
国际下属企业光大环保投资兴建，建设总规

模为日处理垃圾 700 吨，总发电量 1.12 亿
度。随着该项目建成，太康县城区和所属镇
及村庄的全部生活垃圾将全部得到处理，还
充分利用垃圾焚烧产生的热能进行发电，变
废为宝，使太康天更蓝，水更绿。

2018年，太康集聚区先后荣获中国纺织工
业联合会“中国新兴纺织产业基地县”、“纺织产
业扶贫先进单位”、中国长丝织造行业协会“中

国长丝织造产业基地”、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河
南省工业锅炉产业知名品牌示范区”、省发改委

“河南省首批省级低碳园区试点创建单位”、省
工信厅“河南省装备制造业转型发展示范园
区”、河南十佳发展战略产业集聚区等荣誉；省
工信厅批准成立河南省智能环保锅炉创新中
心；省科技厅批准成立河南省新型研发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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