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炎炎夏日，大地如炙，而在虞城电镀生

态园二期的车间里，工人忙碌得比室外更加

热火朝天，新入驻的兴驰表面处理公司负责

人孙健新，正紧张有序地指挥着工人安装设

备……

据孙健新介绍，他们考察了很多地方，

最终来到虞城电镀生态园，因为这里有先进

的污水处理设施、全面的创新技术支持、贴

心的管家式服务，不用再对环评、排污、容量

等一系列复杂的手续花费太多的精力，可以

全力搞生产。

虞城电镀生态园始建于 2016年，现已

建成表面处理车间 16万平方米和废水处理

站2万平方米，并建有研发中心、检测中心、中

控中心等，电镀废水管网全部采用国家表Ⅲ

标准。先进的设备和工艺技术，专业的管理

团队，使虞城电镀生态园的名声响誉在外。

现已成为中原地区产业链最完善、镀种齐

全、工艺先进、科技含量高的表面处理生态

园区。

电镀生态园只是虞城高新区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一个缩影。据商丘市政协副主席、

虞城县委书记朱东亚介绍，自 2016年省政

府批准虞城县以产业集聚区为基础设立省

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来，虞城县全面坚

持创新思维、问题导向和市场化方向，主动

适应新常态、新战略和新产业发展要求，着

眼于解决高新区体制机制不活、发展动力不

足等突出问题，县委、县政府赋予高新区管

委会更多的灵活性，鼓励先行先试和改革创

新。通过大胆改革和多项创新措施的落实，

强力推动了高新区新旧发展动能的转换，开

启了“二次创业”新路径，成效极其明显。

“我县高新区自2016年设立以来就开
始探索并推行‘管委会+公司’改革，现在
已经3年多了，模式基本成熟，对破解发展
难题，提升发展动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虞城高新区管委会
常务副主任逯德标介绍。

虞城县在厘清政府与市场功能的基础
上，将原来由高新区管委会独自承担的职
能，改由管委会和新组建的国有及国有参股
公司共同承担。管委会作为县政府派出机
构，承担行政审批、经济管理和政务服务等
职能，并设立了党政综合办公室、招商服务
局、经济发展局、国土规划局、科技统计局等

内设机构。新组建的国有及国有参股公司
作为独立法人，负责园区基础配套设施、各
类平台和区中园的开发建设、投融资、招商
引资、产业培育、科技创新、人才引进等。

自 2016年 12月国有公司虞城高新区
木兰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设立以来，根
据发展需要，又相继组建了昌沅农业科技、
德翰置业两家全资子公司，还通过高新区
木兰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注资入股的方
式，收购电镀生态园投资运营商商丘市海
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0%股份、收购商丘
保税物流中心投资运营商商丘市益达保税
物流有限公司 49%股份、收购华美医疗健

康产业园投资运营商华美医疗科技（河南）
有限公司 51%股份。同时，由高新区木兰
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控股，引入民营公
司，“资源优势+能源驱动+资本运作”三轮
驱动运作模式，组建了主导商丘跨境电商
产业园开发建设的商丘集川创新产业园开
发管理有限公司、主导商丘商东食品工业
园开发建设的商丘商东食品工业园开发运
营有限公司等。通过公司化、市场化运作，
全面把各大专业园区、重点项目开发建设、
招商引资和运营管理等推向市场，实现了
新旧发展动能转换，开启了高新区“二次创
业”新模式。

□张永恒 陈文河

在虞城高新区经济发展局档案室内，一排
排摆放整齐标示着A类、B类、C类的档案柜。
据分管经济发展局的管委会副主任张学清介
绍，从2018年开始，虞城高新区开始对企业实
行分类管理，按照主营业务收入、亩均利润、亩
均税收、研发投入强度等指标，对企业进行综
合评价，划分为A、B、C三类，并实行不同类别
的管理服务办法，以做到企业服务管理的精细
精准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对A类企业重点支持，做到“无事不扰、有
求必应”；对 B类企业聚焦关注，做到“定点联
系、助力攻关”；对C类企业腾笼换鸟，做到“综
合施策、依法退出”。

“我们公司能纳入 A类企业，一方面是我
们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是管委会对我们的厚
爱。作为 A类企业，我们可以享受到‘两优四
免’政策，也就是优先落实优惠政策，优先获得
技术、金融、用工等方面的支持，同时，还每年
免费组织我们公司高管到国内知名培训机构
学习培训、免费组织公司先进党员代表参加红
色教育实践活动、免费组织新入岗员工开展岗
前培训、免费请专家对我们公司发展进行把脉
问诊等。”河南啤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倩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管委会+公司”把高新区开发建设全面推
向了市场，“一区十园”打造了功能集合资源集
约产业集聚的优良载体，“公共平台”构建了科
学完善的要素支持体系，“精细精准”开启了服
务管理的高效路径……

2016年-2019年上半年，虞城高新区130
家规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工业产值1936亿元，
完成增加值404亿元，占全县的73%。装备制
造、纺织服装和食品三大主导产业均达百亿元
规模（装备制造产业近200亿元），总量占整个
高新区的90%以上。虞城高新区相继取得国家
级工量具高新区技术产业化基地、国家级农业
产业化示范基地、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等
国家级认证，在2018年全省产业集聚区综合考
评中排名第九，2019年晋级三星级产业集聚
区，并荣获河南省优秀产业集聚区、河南十佳发
展战略产业集聚区、河南高质量发展产业集聚
区和中国最具投资吸引力园区等荣誉称号。

智慧高新、融创天下！相信通过虞城百万
人民的共同努力，虞城高新区定会绽放出更加
耀眼的光芒！

在虞城高新区管委会西侧，坐落着一
座建筑面积 6800 平方米的大楼，这里就
是国家钢卷尺及五金工具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里面有光电直读光谱仪、洛氏
硬度计、全功能扭力试验机、影像测量仪
等各类先进的检测检验仪器，特别是长达
50 米的钢卷尺检验台，更是彰显着该中
心的实力！

据质检中心副主任赵拥军介绍，该中
心于 2011 年经国家质检总局批准筹建，
2014 年通过国家认监委“三合一”认证。
现已拥有卷尺类、钳类、锤类、锉类、螺钉旋
具类、扳手类、金属和金属制品等7大类38
种产品 352个参数的检测资质，拥有博士
研究生 5人、硕士研究生 63人、本科生 29
人。累计为200余家企业检测样品近千批
次，与 100 多家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
系。一流的设施和顶尖的人才队伍，在产
品检测、标准应用、产品研发、科学研究等
方面，为工量具企业提供了大量的无偿技
术支持和快捷高效的服务。

完善的生产要素支撑体系是显现一个
地方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内容。虞城高新
区从构建各类公共服务平台着手，相继建
成了国家钢卷尺及五金工具质检中心、国
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级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示范平台、国家工量具高新技术产

业化基地、虞城县表面处理中心、高新区双
创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

在十二层的创业中心大楼，智慧金融、
华族科技直播孵化基地、浙江大学技术转
移中心虞城工作站等项目已相继入驻。据
逯德标介绍，双创中心只是产业生态城的
一部分，生态城内除了科研区、生产区、孵
化区等外，还建有包括专家公寓、职工宿

舍、公共餐厅、职工医院、生态公园等在内
的生活区，可为入驻项目和人员提供“一条
龙”的服务支撑，吸引了多家科研机构和创
新创业者进驻。7月23日虞城县人民政府
与郑州轻工业大学签约共建的院士工作
站、重点实验室和郑州轻工业大学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虞城工作站等也计划入驻高新
区双创中心。

在商丘商东食品工业园内，道路工程、
大豆现代产业园仓储物流中心等多个项目
同时开工建设，负责该园区开发运营的商
丘商东食品工业园开发运营有限公司董事
长范乃超正在查看工程进度。

“食品工业园总占地 7072亩，计划总
投资200亿元，我们通过集合构建供气、供
热、仓储、冷链物流、污水处理、燃气加油站
等公共配套设施，标准化厂房、研发中心、
服务中心、人才公寓等生产、生活设施，同
时探索代购生产设备等，招引食品企业‘拎
包入驻’，以降低企业入驻成本，推动食品
产业集聚发展。最终我们会把园区建成集
食品生产、制造、研发、展示、检测、物流仓
储、金融、文旅于一体的软硬件双一流、绿
色环保、智慧集约、可持续发展的中部地区
食品示范园区。”范乃超胸有成竹地说。

而在运输集装箱车辆频繁进出的河南
商丘保税物流中心，也是一派繁忙的场
面。据保税物流中心管委会办公室主任赵

恰介绍，因为虞城县外向型企业很多，去年
该中心进出口总额达到 25.6亿元，特别是
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影响的大环境
下，进出口业务依然保持了大幅增长，1-6
月份，该中心完成进出口业务 1601票，较
去年同比增长 963%，吞吐量 2.6 万吨，进
出口贸易总额达到 17.98 亿元。目前，该
中心已成为豫鲁苏皖四省接合部很有影响
力的内陆口岸。

“功能完善的产业发展平台是助推产
业 集 聚 集 约 发 展 的 重 要 载 体 ，我 县 从
2016年规划建设第一个专业园区即五金
工量具产业生态城开始，致力于打造各类
产业发展平台，现已形成了‘一区十园’的
发展新格局，为我县招商引资、产业集聚
和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劲的动力。”该县县
长白超说。

“一区”即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十园”即中国五金工量具产业生态城、虞
城电镀生态园、商东食品工业园、商丘跨境

电商产业园、商丘综合保税区（含保税物流
中心）、虞城金象彩印包装园、华美医疗健
康产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人力人才
培训园和大虞春秋文化园。

高新区十大区中园通过集合构建功
能、集约利用资源、集中布局企业、集群发
展产业，避免了入驻企业的重复投资，节约
了投资成本，引发了承接转移的“虹吸效
应”和招商引资的“雁阵效应”。电镀生态
园目前已有 55 家企业入驻，包括中航光
电、淮北煤机、海尔电器、宇通客车、徐工集
团等国内知名企业的电镀链企业；电商产
业园现已与申通、中通、圆通达成意向建设
区域分拨中心，与京东、中国物流、安能物
流、大希地进出口等国内知名企业达成入
驻意向；食品工业园与河南豫粮集团、河南
世通食品、杭州祖名豆制品、北大荒集团、
山东豆黄金等一批国有企业、上市企业达
成入驻意向；彩印包装园也签约了大唐彩
印、大鹏包装、德雅包装等项目。

“管委会+公司”，体制机制更具活力

“一区十园”，发展模式更具特色

“公共平台”，要素支撑更显实力

“精细精准”，
服务管理更趋科学

河南商丘保税物流中心

产业生态城双创中心和展示中心

央视《聚焦新常态》栏目组采访“管委会+公司”做法

五金工量具产业建成区

电镀生态园航拍图

创业中心、展示中心、孵化器
国家钢卷尺及五金工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电商产业园规划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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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城高新区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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