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是经济之本。

近年来，漯河市牢固树立

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

根本要求，把产业转型升

级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必

由之路，着力推动食品特

色主导产业在全国处于

领先地位、先进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逐步成为主

体产业、农业现代化成为

全省排头兵，力促产业转

型升级走在全省前列，综

合经济实力不断跨上新

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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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张帆

走进河南叮当牛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只见机器高速运转，很少见到工人忙碌
的身影。公司的智能化立体仓库里，无人航
车正有序扫码检测，将刚刚生产出的货物码
放整齐、自动取走，一切显得那么井然有序。

“智能化改造虽然一次性投入大，但长远
看，太值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晏永杰掰着
指头给记者算账：易拉罐生产线，过去每分钟
生产 300罐，智能化改造后，每分钟生产 700
罐；过去需要 60个人，现在只要 18个人。智
能化钻石包生产线，从包装箱开箱、取包，到
进盖、封箱全线智能化生产，过去需要 24个
人，现在只要8个人……

对食品企业而言，智能化生产带来的不
仅是效率的提升，更是安全的保障。“每道工
序都有极其精准的质量控制，完全标准化，产
品不良率可有效控制在0.033%以内。”晏永杰
说。

得益于智能化改造，今年 1至 7月份，河
南叮当牛食品有限公司实现销售收入同比增
长69.53%；实现税金同比增长73.47%。

智能化生产的场景同样发生在生产防盗
门为主的漯河江山天安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在这里，原先的人工喷涂全部改成机械手臂
操作，原先的人工下料、冲孔全部改为激光切
割。产品实现从加工、入库、运输到入户全程
可追溯。车间安装有电子看板，实时展示、跟
踪工件的流转，实现系统自动排产，并对车间
生产现场优化，生产执行情况、环境和设备状
况、成品质量管控情况一目了然。

“相当于给生产线装上了大脑，智能化改

造为企业带来了更好的产品、更多的订单。”
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李莹告诉记者，实施智
能化改造后，公司的生产效率提高60%以上，
生产周期由原来的 15天缩短到现在的 4天，
成品研发周期由原来的 120天缩短到现在的
45天，成品合格率由原来的 93%提高到现在
的99.3%。

叮当牛和江山天安的智能化改造是漯河
市工业企业智能化发展的缩影。时下，该市
正以智能制造为引领，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推
动产业层次不断转型升级，促进工业经济高
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们持续实施重点企业生产线
智能化改造、食品行业智能车间和智能工厂
建设、化工行业数字化升级改造、劳动密集型
行业‘机器换人’、工业互联网平台培育等智
能制造五大行动。市财政每年预算不低于 1
亿元资金用于支持以智能化改造为引领的

‘三大改造’项目。”漯河市工信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2018年，全市实施工业“三大改造”重点
项目 318个，完成投资 218亿元，竣工投产项
目 159个，新增工业机器人 340台，实施工业
上云企业 102家。今年上半年，全市 68个智
能化改造项目完成投资 41.1 亿元，占年度计
划的63.4%。

在智能制造引领下，今年上半年，漯河市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8.5%，居全省第一方阵；生产总值、固定
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税收收入等主要经
济指标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发展质量
不断提升。7

智能制造成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新旧动
能转换的主力军——

只见机器鲜见人

经济转型升级 挺起产业脊梁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漯河市委宣传部提供）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柴永超

宽敞明亮的厂房、自动化的分拨流
水线、一辆辆井然有序装卸货物的车
辆……走进位于召陵区的中国（漯河）电
子商务产业园韵达速递豫南分拨中心，
规模化、智能化、现代化的物流分拨场景
令人眼前一亮。

“我们使用的都是全自动智能化分
拣运营设备，业务覆盖豫中南 6个地市
50 多个网点，日均快递处理量达 50 万
单。”韵达负责人李居民说。

不仅是韵达，顺丰豫南分拨中心、中
通快运漯河分拨中心、中通豫南分拨中
心、百世快递豫中南分拨中心……在占
地 800亩、总建筑面积 60万平方米的中
国（漯河）电子商务产业园内，随处可见
全国知名快递物流企业的区域总部，快
递物流企业呈现扎堆集聚格局。

在电商园的东北部，一个占地3.6平
方公里，围绕食品冷链物流、速递物流、
商贸物流、跨境电子商务等四大主导产
业高起点规划的龙江现代物流产业园正
在如火如荼建设中，包括国际知名物流
企业美国普洛斯、新加坡丰树在内的物
流巨头纷纷签约入驻。“自2018年‘双十
一’投入运营以来，我们的日均快递中转
量 80万单，峰值时达 300万单，目前已
超过郑州成为申通在河南的第一大分拨
中心。”龙江现代物流产业园第一个投运
项目申通华东总部有关负责人孙东立自
豪地说。

快递物流企业何以抢滩漯河？
“物流快递行业有一个详细的统计，

证明漯河在物流方面的优势在河南仅次
于郑州。”从事物流工作数十年的李居民
说，漯河位于河南中部，又是国家二类交
通枢纽城市，交通便利，从漯河出发辐射
河南乃至全国都很方便，速度快，成本低。

包括顺丰、韵达、百世等 10余家快
递豫南分拨中心在内的众多物流企业集
聚漯河的背后，也有电商带动之功。仅
在中国（漯河）电子商务产业园，阿里巴
巴·国际站、食安天下、YES！众创空间
等近300家电商企业扎堆入驻，带动全市
2000多家实体企业开展电商业务，带动
创业就业 10000多人，形成快递龙头扎
堆集聚、电子商务协同配套的良好格局。

电商带物流，物流促电商，电商物流
两相宜。今年前 6个月，全市电子商务
交易总额达到 64.52 亿元，同比增长
14.89%；实现跨境电商交易额 11668.4
万美元、同比增长 101.5%。与此同时，
漯河市日均快递中转量近 300万单，峰
值快递中转量达 410万单，成为全省仅
次于郑州的第二大快递转运中心节点城
市。今年前 6个月，漯河市快递业务量
累计3552.1万件，同比增长70.8%，高于
全省增速 30.76个百分点。漯河市作为
全省第二大快递物流分拨中心的地位更
加稳固。

漯河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以物
流、电商等新动能为代表，漯河市服务业
正不断提质增效，越来越成为支撑全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源。7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韩静 刘思远

“你可能想不到，我们卖得最好的方便面
是‘北京’方便面，光我们南街村电商公司每
天的销量就有1000多箱！”9月 19日，指着销
售报表上的数字，耿富杰兴奋地说。

耿富杰是南街村集团销售部主任，他有
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查看头天的销售报表。
耿富杰发现，自 2014年接入电商渠道后，老
牌子“北京”方便面销量迅速增长，2016年，
电商销售占比 10%，去年达到 15%，销售额
近亿元，年增长额超过 1000万元，老品牌成

“新网红”。
插上电商的翅膀，仅仅是南街村提升粮

食价值链的一个侧面。在南街村旅游公司的
鲜拌面展台和试吃台上，工作人员调制的鲜
拌简餐面、牛肉拌面、鲜汤拉面等香味诱人，
吸引众多游客试吃。“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要
求的提高，我们开发了更适合现代人口味和
健康要求的鲜拌面等新型方便主食，月销量
增速近三成。”南街村集团总经理窦彦森说。

产品和业态不断创新的背后，是南街人
对研发的执着。为提升粮食价值链，南街村
集团与北大、中国农大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合
作，先后引进16名博士，对“小麦专用粉加工
关键技术”“安全营养方便面”“应用生物技术
生产保鲜湿面”等项目进行研发。去年，集团
技术研发投入达2649万元。

伴随着粮食价值链的提升，南街村集团
的产业链条不断延伸，面粉厂、食品厂、方便
面厂、鲜食面厂等 20 多家粮食企业鳞次栉
比，调料厂、包装彩印厂、旅游公司等配套产

业也陆续兴起，最终成为一个以食品生产为
龙头，涉及包装印刷、医药、文化、旅游等众多
产业的企业集团。

在南街村采访，不时看到一车车粮食进
进出出。“我们每年转化粮食20多万吨，其中
八成都是我们联合体生产的，合同价高于市
场价 10%—15%，原料品质绝对有保证。”窦
彦森说。

原来，为打造良好的供应链，南街村集团
牵头成立了南街村面品产业化联合体，联合
体内集聚了 13个企业、4个合作社、2个配套
机构，合同订单基地规模 12.8 万亩，带动 20
多万人从事相关的种植和养殖业。通过“公
司+中介组织+基地+农户”的模式，南街村集
团和周边农户形成了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
既保证了优质原料供应，又保证了合同农户
增收。南街村面品产业化联合体也在去年被
认定为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参
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抓住粮食这个核
心竞争力，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
造供应链，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
力。省政府参事张占仓认为，南街村“三链同
构”的实践，正是这方面的生动注解。

“农业要成为赚钱产业，必须以‘三链同
构’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南街村党委书
记王宏斌表示，南街村将坚持以“粮头食尾、
农头工尾”为抓手，进一步创新现代产业理念
和组织方式，将优质粮食种植、食品加工、电
商销售、乡村旅游、文化传承、健康养生、物流
配送等紧密结合，形成“农业+”多业态发展
态势，在产业融合中提升粮食产业竞争力，增
强乡村产业聚合力。7

听南街人讲“三链同构”“三产融合”的故事——

在产业融合中提升粮食竞争力
电商带物流，物流促电商——

物流电商两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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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全怡宝水中部生产基地项目

中国（漯河）
电子商务产业
园运营中心展示大厅

际华三五一五皮革皮鞋
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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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当牛饮品先进的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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