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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篇

100 多米长的测试梯，对出厂电梯进行质量测
试；25米高的检测平台，自动记录与储存电梯的运行
数据……在西继迅达电梯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车
间，自动化设备在高效作业：电梯厅门采用了荷兰
WEMO钣金柔性生产线，由机器人集成控制，自动
送料、冲剪、折弯、无铆钉连接等工序一气呵成；喷粉
生产线采用德国瓦格纳设备，由机械手精准喷涂，完
成一件产品只需18秒。

“疫情期间用工受阻，现代化设备起到了支撑作
用。像轿厢导轨支架、门套、上下梁等产品，通过机器
人焊接，效率提升 50%以上，且质量达到了优良等
级。”西继电梯董事长刘金忠介绍，在赶超发展的过程
中，西继电梯用真心和诚意赢得了世界500强企业瑞
士迅达的信赖，真正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拥有核
心专利 300多项，年均发展增速达到 20%，电梯产品
不仅在国内大中城市的高层建筑中随处可见，更打入
欧洲、东南亚等地市场。

西继电梯的迅猛发展，是许昌经开区积极培育产
业竞争新优势，打造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的生动体现。

占地约625亩的智能电梯产业园，计划总投资48
亿元，总建筑面积约 50.86万平方米，到 2023年将打
造为百亿级产业群；正在建设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吸
引了津药瑞达（许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一批重点
企业入驻，推动着生物医药产业成为许昌市发展的重
点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产业是发展的基础，是城市生命力和竞争力所
在。电梯产业链以西继迅达为龙头，形成了原材料加
工—关键零部件制造—整梯制造—电梯物流的完整
产业链条，电梯产业园已入驻电梯制造及关键零部件
配套企业40多家，主要零部件综合配套率达到85%；
电力装备产业链形成了发电—输电—变电—配电—
用电的产业链条，集聚上下游企业72家，发展成为国
内颇具影响力、竞争力的电力装备基地……

吸引企业落户离不开优良的发展环境。许昌经
开区在优质服务和快捷的办事效率上下功夫，制定完
善一系列扶持措施以及产业发展政策，为投资客商提
供“一条龙”“一站式”服务。特别是在战“疫”期间，为
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复工复产中遇到的问题，他们专门
成立了协调服务组，进行点对点精准服务，帮助企业
解决实际问题100多个。

许昌贝瑞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设计生
产焊接面罩、焊接防护片为主的企业，具备生产一类
医疗器械的条件。为了支援抗“疫”，2月 10日，企业
提交了医用隔离眼罩（护目镜）的备案申请，相关部门
安排专人指导企业“全程网上办”，服务“不打烊”，助
力企业在48小时内就拿到了产品资质备案等证书。

“当时是特殊时期，多亏了政府部门开通的‘绿色
通道’，我们仅用两天时间就办完了原本需要26天才
能办完的各项手续，顺利实现生产。”该公司负责人苏
千感叹，“经开区的好环境形成了‘强磁场’，让企业从
候鸟变留鸟，在此安家！”

国家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二次创业”开启发展新征程
这是蒸蒸日上的一座新城：从 1994 年到

2020年，从许昌城南的一片田畴到如今的工厂

林立、大道通衢，26年的艰苦创业、拼搏奋进，这

里已成为产城融合、设施完善的“国”字号经济

技术开发区。

这是产业集聚的一片沃土：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从弱到强，这里形成了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和电力装备产业链、电梯产业

链、智能装备产业链、生物医药产业链等完备的

产业集群和生产体系，拥有中西部地区最大的电

梯生产基地、颇具潜力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站在新一轮城市竞争和产业变革的十字路

口，国家许昌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许昌开发

区）践行新发展理念，实施开放带动、创新驱动

战略，已成长为许昌市经济发展的“主阵地”、项

目投资的“热土”：前三季度，面对前所未有的疫

情大考，全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47.8 亿元，同

比增长 2.1%；全区高新技术企业同比增长

8.9%，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7.9%，交出了一份

“两手抓”“双胜利”的出彩答卷。

9月28日，河南省机器人、电梯及智能
装备检测产业园一期项目开工仪式在许昌
经开区举行。项目建设将大大提升电力装
备、智能装备、电梯等支柱产业集聚度，为
打造许昌百亿级产业集群奠定了基础。

今年以来，许昌经开区先后举行了三
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20个项目累计
完成投资17.2亿元；深入推进“三大改造”
项目 26个，目前已完成投资 13.2亿元，完
成年度计划目标100%。

“项目是开发区的生命，招商是开发
区的天职。”在许昌经开区，招商引资和项

目建设是重中之重，是加快产业升级的主
抓手。

聚焦产业招商。他们以延链、补链培
育产业集群发展为工作重心，绘制出“电
力装备产业链招商图谱”和“电梯产业链
招商图谱”，针对国内电力装备行业和电
梯行业的国内百强企业开展精准招商，着
力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借助网络平台，
大力开展“云招商”，成功举办线上招商推
介会，打造 5GVR直播基地，推进新兴业
态招商。

扩大开放招商。许昌经开区以国际

合作产业园为依托，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中德经贸对话”等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
动，目前已落实 18个中欧合作意向项目，
将在生物医药、技术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
深层次合作交流。今年以来，该区共签订
招商引资合作协议项目 21个，总投资额
43.09亿元，其中柏毅医用辅料生产线等7
个项目已投入运行，占地 87亩的标准化
工业厂房等14个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发挥优势招商。他们充分发挥企业
主体作用和门路广、想法活的优势，以龙
头企业、精尖项目为招商工作主线，推动

本地企业与大企业集团开展战略合作，吸
引了一批世界 500强、中国 500强企业投
资落户。为筑牢招商基础，他们设立了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3个招商分局，逐步
开展驻地招商工作，进一步拓展招商网
络，承接产业转移。

下一步，许昌经开区将全力加强招商
服务职能建设，精心服务项目落地，做到
招商区域选定“精”、重大产业项目确定

“精”、招商信息摸排“准”、招商时机把握
“准”，打好招商工作攻坚战，为经济社会
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夯实基础

产业集聚提质增效

迅达驱动 开发区质量公园满足市民群众生活娱乐需求 西继电梯公司扶梯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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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大引强 开放水平逐步提升

作为许昌市重点城建项目，瑞贝卡大
道与阳光大道连通工程的通车，使许昌经
开区的路网更加完善。

“ 从 东 西 方 向 进 出 开 发 区 更 方 便
了。”家住阳光大道附近的许昌市民赵敬
杰说，这一城建项目完工后，打通了道路

“肠梗阻”，多了一条东西向交通干道，可
以有效缓解许由路、新兴路、南外环等东
西主干道交通压力，更好地满足阳光大
道、瑞贝卡大道及周边城区车辆顺畅与
安全通行，对构建和谐许昌、宜居许昌具
有重要意义。

许由路、开元路如期打通，阳光大道

提升改造工程圆满完成……2020 年，许
昌经开区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项目 24
个，计划总投资92.06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8.75亿元。其中完工项目 10个，在建项
目14个，开工率100%。

享受优质高效的医疗资源是人民群
众的最大期盼之一。位于许昌开发区的
许昌七院项目，占地约 110亩，计划总投
资 8亿元，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项目按
二级甲等综合医院标准建设，开设床位约
500张。据介绍，该项目建成后，将成功
补齐周边 300平方公里没有大型综合医
院的民生短板，周边群众急救时间可缩短

15至 20分钟，并提供慢性病上门服务、癌
症等重症防护等，大大提升了区域医疗服
务保障能力。

许昌经开区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迎
检工作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城市管理长效
机制，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城市形象
和人居环境质量。2020年以来共取缔乱
设摊点、占道经营、店外经营900余处；统
一划定 6个便民市场，有力推进“地摊经
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已覆盖全区
23个行政村（社区），覆盖率达到 100%；
生活垃圾分类覆盖居民 9444户，收运处
理体系已覆盖建成区全部小区，提前超额

完成市定覆盖8000户的目标。
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伴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
“水涨船高”。截至 11月底，许昌经开区
PM10 平均浓度 77.47 微克/立方米，同
比 降 低 13.82 微 克 ；PM2.5 平 均 浓 度
50.26 微克/立方米，同比降低 5.2 微克；
优良天数 244 天，同比增加 67 天，居全
市第二位。

既有“高颜值”，又有“好气质”。许昌
经开区通过补短板、固根基、强服务，持续
提升城市承载力、吸引力、辐射力，让“居
者心怡、来者心悦”。

提质发展 城市环境更加宜居

开发区管委会

“当前，经开区已进入扩容优化的重
要时期、规模提升的攻坚阶段、提质增效
的关键节点，我们将在新发展阶段，树立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新的征
程上，负重前行，拉高标杆，不懈奋斗，为
实现项目建设新突破，实现‘智造之都’先
行区、示范区、样板区建设，实现开发区

‘二次创业’目标作出更大的贡献。”许昌
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范晓东说。下一步，将
加快推进智能电梯产业园、生物医药产业

园和产业配套服务中心等“两园一中心”
建设，持续强产业、建城市、促招商、优环
境，努力建设中部地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引领区、中南地区电梯制造的核心区、河
南外向型经济发展先行区和改革开放“新
高地”。

“十四五”期间，许昌开发区共谋划亿
元 以 上 重 大 项 目 107 个 ，计 划 总 投 资
1301.7亿元。围绕“智造之都”，以智能电
梯产业园和生物医药产业园为抓手，着力

发挥产业聚集优势，共谋划工业项目 47
个，计划总投资 551.5亿元；围绕“宜居之
城”，以产业配套服务中心为载体，共谋划
服务业、社会事业、城建等项目 60个，计
划总投资750.2亿元。

这是一幅关乎许昌经开区未来的“五
年发展图”：2021 年，力争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75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2 亿
元；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00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亿元；2025年地区

生产总值达到 13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达到 12.6亿元，用 5年时间实现生产总
值翻一番，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速达
到 20%，打造 2个百亿级产业集群，规上
工业企业数量达到100家，高新技术企业
55家，主板上市企业3家……

目标催人奋进，使命担当在肩。许昌
经开区将克难攻坚，砥砺奋进，培育大产业，
开展大招商，做强大平台，在“智造之都、宜
居之城”建设中书写更加出彩的篇章！

赢在未来 加快“两园一中心”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