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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篇

今年4月，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河南投资集
团、许昌市（襄城县）人民政府共同打造千亿级
光伏新能源产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
许都大剧院举行。签约三方透露的“小目标”令
人振奋：三方将在襄城县共同打造产值千亿光
伏产业生态，推动全省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

这个“小目标”折射出的，正是近年襄城
县近年来全力建设千亿级硅碳先进材料产业
集群、加快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
的生动场景。

春华秋实，砥砺前行。近年来，襄城县上
下牢记嘱托、肩负使命，紧紧围绕形成高质量
发展新格局，倾力打造的千亿级硅碳先进材

料产业集群，成为在许昌市“智造之都”建设
中发挥支撑作用的重要支柱。

近年来，襄城县始终坚持规划先行的理
念，以科学的规划引领硅碳先进材料产业高
质量发展。

2017年，襄城县抢抓高纯硅材料产业被
列入河南省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
和许昌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机遇，高标
准编制了《河南中原硅材料产业园发展规划
（2017-2025）》，对高纯硅材料产业进行规
划布局。

今年以来，该县又编制了《河南省襄城县
千亿级硅碳先进材料产业园发展规划》，计划

利用3-5年，建成面积近50平方公里，要素保
障齐全、主导产业明确、循环特点明显、竞争优
势突出的千亿级硅碳先进材料产业集群，与中
国尼龙城深度融合、错位发展，形成以G311为
中轴线，横跨襄城县和平顶山市高新区、叶县
三个县区，南北长 35公里、东西宽 10-15公
里，总面积约500平方公里的“工业长廊”。

蓝图绘就，发展提速。
今年，襄城县先后集中开工了28个重点

项目。首山一矿智能化改造及产能提升项
目、220万吨焦化技改项目，平煤隆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高效单晶硅太阳能电池片升级改
造工程相继开工……助力襄城县跑出工业经

济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8月，总投资 10亿元的光伏玻璃项目和

总投资 20亿元的 5GW 光伏组件项目签约，
总投资40亿元的平煤隆基4GW高效单晶硅
电池片项目全面投产……助推千亿产业集群
强势崛起。

目前，硅碳先进材料产业园建成面积已
达20多平方公里，累计完成投资100多亿元。

“打造千亿级硅碳先进材料产业集群，襄
城有产业基础、有平台载体、有物理空间、有
龙头企业，未来几年完全能够实现预期目标，
成为支撑襄城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襄城县
委书记宁伯伟表示。

襄城县 千亿级产业集群蓄势待发

这是一组闪光的数据——

今年前三季度，襄城县预计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 356亿元，同比增

长 2.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4.6%，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 0.4%；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 17.2亿元，同比增长8.5%，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41.7亿元，同比增长

2.4%。在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双

重压力下，襄城县主要经济指标逆

势飘红。

这是一串烫金的荣誉——

综合实力跃居中部六省百强县

（市）第61位，获评全省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先进县。在10月28日、29

日举行的 2020年下半年许昌市重

点项目建设观摩评价活动中，襄城县

综合评价排名居全市第一。

襄城县主要经济指标逆势飘

红，其倾力打造的千亿级硅碳先进

材料产业集群功不可没。据统计，

该县硅碳先进材料企业云集的两个

产业集聚区，对襄城县经济增长贡

献率已经超过80%。

千亿级硅碳先进材料产业集

群，在襄城县按下了加速键，跑出了

新姿态。

12 月 18 日，在襄城县产业集聚区平煤
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长达333米的标准
化厂房内，14条生产线全部开启，工人们穿
着无尘服、戴着口罩，忙碌而有序地开展生
产；大门口，一辆辆装满产品的集装箱车驶离
该公司……

“近段时间，我们的产品陆续发往各地，
接到的订单与去年同期相比也有增加。”平煤
隆基董事长梁西正介绍，“今年我们克服疫情
影响，满负荷生产，日产高效单晶硅太阳能电
池片157万片，创历史新高，企业运行状况良
好。”

这个总投资60亿元的项目，从落地到生
产出达到国际最高水平的电池板，仅仅用了
7个多月时间。而按照正常情况，行业内建
设一座这样的工厂至少需要一年半的时间。

参天大树之下，必有一方沃土。
“营商环境就是吸引力和竞争力，党委、

政府要给企业当好清障员、铺路石。”襄城县
县长孙毅说。

为服务企业发展，襄城县牢固树立“环境
就是生产力、竞争力”的理念，坚持“政府办好
围墙外的事,企业办好围墙内的事”，全力当
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以营商环境的高质
量助推硅碳先进材料产业发展高质量。

近年来，襄城县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969项行政权力事项和 195项公共服务事项
全部实现“最多跑一次”。扎实推进“四个一
百”专项行动，建立“企业服务日”“服务企业
重点部门评议会”制度，相继开展“环境优化
年”“效率提升年”等活动，打通了服务企业

“最后一公里”。仅今年以来，就帮助企业解

决项目建设、融资担保等各类难题113件，办
结率95%。

为助力千亿级硅碳先进材料产业集群
加速崛起，襄城县设立了硅都新材料、军民
融合等多个产业基金，加快两个产业集聚
区“腾笼换鸟”，吸引硅碳先进材料上下游
项目落户落地。特别是成立了由襄城县和
平煤神马集团主要领导牵头的硅碳先进材
料产业建设领导小组，组建了工作专班，建
立了定期会商机制，针对硅碳先进材料产
业谋划的 18 个重大产业项目，逐个抓落
实、抓推进，确保了各个项目早开工、早投
产、早达效。

在“放管服”改革发力，为企业成长培育
发展沃土的同时，襄城县在队伍建设上加力，
培植经济发展第一资源，为推动硅碳先进材

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和活力。
——积极搭建创新平台。先后建成中国

平煤神马集团硅碳先进材料研究院，首山化
工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硅烷科技省
级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加强对硅碳先
进材料上下游产业的核心技术研发和关键领
域攻关。

——全力引进创新人才。大力实施“金
襄英才计划”，强力引进国内外硅碳材料领域
的顶尖人才、高端人才，为打造千亿级硅碳先
进材料产业集群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企业和企业
家对营商环境的感知最敏锐也最深刻。

“襄城县为企业服务的环境越来越好，效
率越来越高。事实证明，我们选择到这里发
展是对的。”梁西正说。

谋势 布局千亿级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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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能 为产业集群培育沃土

发力 硅碳产业“聚链成群”

从数字看成就

在首山化工，悬挂着一幅循环经济总体
规划产业链图，该图清晰展示了该公司包括
原料煤入洗、精煤炼焦、矸石制砖、化工产品
全回收并深加工、干熄焦发电、煤制氢在内的
循环经济产业链，原料入厂后被“吃干榨净”，
全部转化为产品，成为我国传统煤化工向电
子、光伏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做得最好的循环
经济样板企业。

从一煤独大、蜷伏于价值链底端，到多元
发展、攀升至产业链高端，襄城县持续延链、
补链、强链，煤基化工产业链越拉越长，衍生
出高纯硅材料和碳材料两条“黄金”产业链，
为打造千亿级硅碳先进材料产业集群创造了
有利条件。

——通过焦炉煤气制氢，合成高纯硅烷，

打造了“硅烷—电子级（区熔级）多晶硅—晶
圆片—半导体材料”“硅烷—纳米硅粉—到锂
电池负极材料”“硅烷—单晶硅片—光伏组
件”三条硅材料产业链。

其中，3600吨高纯硅烷气项目已建成，打
破了国外垄断，填补了国内空白，年产值达5
亿元；电子级多晶硅项目扎实推进，区熔级多
晶硅项目取得重大突破；平煤隆基高效太阳
能电池片项目已建成投产，产能达 7GW，实
现产值 70亿元，电池片转换效率全球第一。
正在谋划建设的 30GW“超级工厂”，建成后
将成为世界规模最大、智能化程度最高、技术
最先进的高效单晶硅电池产品生产基地，年
产值可达到300亿元，用工超过1万人。

——通过焦炉煤气提取煤焦油，打造了

“煤焦油—针状焦—中间相焦—特种石墨”
“煤焦油—纺织沥青—碳纤维—复合材料”两
条碳材料产业链。

其中，投资20多亿元的超高功率石墨电
极、压型、焙烧、等静压等项目已建成投产，产
值 60亿元；投资 26亿元的年产 20万吨环己
酮项目 12月底可试生产；投资 13亿元的针
状焦项目已建成，可年产 6万吨延迟沥青焦
及 4万吨针状焦，打破了美日等国家技术垄
断，填补了高端针状焦市场空白。

硅碳产业“聚链成群”，产业链不断壮大，
蓄势待发。颍河之畔，一个千亿级硅碳先进
材料产业集群呼之欲出。

在这里，煤化工产业向上下游延伸、左右
链配套，从焦炭直至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的芯

片、光伏组件，吸附数十个项目，打造出庞大
的产业集群。

在 这 里 ，企 业 生 产 的 硅 烷 纯 度 达 到
99.999999%，一举打破国外垄断；太阳能电
池片光电转换效率超过 23%，达到全球光伏
行业最高标准……

环环相扣，链链生金。一个个流金淌银
的产业链条、一个个活力四射的新兴产业，将
托举起一个快速崛起的千亿级产业集群。

蓝图，即将变为现实。
襄城，不负金襄之名。
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襄城儿女点燃奋

斗豪情，集聚继续前行动力，按下千亿级硅碳
先进材料产业集群“快进键”，在高质量发展
和“智造之都”建设的征程中书写新的篇章。

●在 2020 年下半年许昌市重点

项目建设观摩评价活动中，襄城县综合

评价排名居全市第一

●综合实力跃居中部六省百强县

（市）第 61位，获评全省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先进县

●持续延链、补链、强链，煤基化工

产业链越拉越长，衍生出高纯硅材料和

碳材料两条“黄金”产业链

●根据规划，襄城县将利用 3-5

年，建成面积近50平方公里，要素保障

齐全、主导产业明确、循环特点明显、竞

争优势突出的千亿级硅碳先进材料产

业集群

●目前，硅碳先进材料产业园建成

面积已达 20多平方公里，累计完成投

资100多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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