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项目 “三个一批”挂图作战

强支撑 打造投资热土

大招商 打出了太康服务新品牌

新技术 打造太康纺织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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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6日，太康县政府党组成员、产业集聚区管委

会常务副主任陈令春深入产业集聚区，开展“万人助万

企”活动，全力推进集聚区企业复工复产。

陈令春说：“作为太康县‘三个一批’项目建设的主战

场、主阵地、主引擎，今年上半年，产业集聚区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212.30亿元，同比增长15.1%；实现利税16.31

亿元，同比增长4.5%。虽然遭遇汛情、疫情的双重冲

击，但是太康集聚区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发展态势。”

在全国区域经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基础优势并

不突出的太康如何实现“破圈出位”？这篇文章将试图

揭开这个答案。

□李保平 王鑫

破译太康快速崛起的密码
——太康县依托产业集聚区倾力打造“地标产业”

近年来，备受瞩目的贵阳成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打出的招商引资招牌是“贵人服务”。意思是每
一个到贵阳投资的客商，都是贵阳的贵人，可以享受一
流的“贵人服务”。

而太康打造的中国好人之城，恰恰有异曲同工之
妙！

两次徒手夺刀,一次火海救人的太康"钢鞭哥"顾新；
致富不忘回报社会，坚持做公益近20年的王勇；
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爱心早餐的太康县助人为乐

典型焦阳光……
在太康县175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经涌现出了

54 名“中国好人”，位居全省县级城市首位、全国前
列。太康，因此被誉为“中国好人之城”。

“太康好人”成为一种现象，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网
友纷纷点赞。

宣传投资环境而不说投资环境，这正是太康的
精妙之处，太康好人和豫东淳朴民风的融合，激荡
出太康可圈可点的优良投资环境。

2009年，福建晋江 80后青年洪英豪与太康县的
招商团队结缘，最终他带领香港磊磊集团落户太康，至

今已过去12年。
从刚开始的什么都不习惯，到如今的半个太康人，

太康用热情、真情、感情留住了这名挑剔的“大老板”。
几年来，陆续从阿联酋招商引进晋江籍企业河南

盛鸿纺织集团总投资15亿元的2000台喷水织布机项
目，从江苏招来晋江籍企业河南闽联纺织总投资 5.5
亿元的 600 台智能喷气织布机项目，从南通招来欧
企德总投资21亿元的年产2000万件以上服装加工项
目……近百亿元资金和技术，11家江浙客商、9家闽商
先后入驻了太康县产业集聚区。

集聚区扎堆引进闽商、苏商、浙商，取得巨大成
功，纷纷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太康乘胜追击，隆重启
动招商引资“十大突破”年活动，坚持招商引资县委书
记挂帅、县长牵头、人大监督、政协融入，设立新疆、福
建、北京、江苏、广东、辽宁、天津、浙江、河北、湖北、
上海等 12个对外开放工作站，在辽宁站、北京站成立
太康人创业联盟工作站，聘任 25位招商大使和经济
顾问，制定五大方面 34条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太康县
已形成招商工作强大合力，为全县储备、引进源源不
断的大项目、好项目。

大招商促进了太康的快速发展弯道超车，太康也
有更雄厚的财力、更清晰的目标来推出更优惠的招商
支撑政策。

获得国家科技成果一等奖奖励 500万元，二等奖
奖励 300万元，三等奖奖励 200万元……

设备投资2000万元~5000万元的项目，给予设备补
贴15%……

太康相继出台34条重磅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涵盖
土地、产业、税收等17项真金白银的政策，据观察在全
省县区还不多见。

比如土地政策：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工业项目用
地，可按照先租后让、租让结合、长期租赁等方式取得
土地使用权，以土地评估价作为始拍价挂牌出让，凡
总投资 1亿元以上，且投资强度达到 260万元/亩、投
产后税收达到 5万元/亩的项目，除上缴国家、省和补

偿农民的费用外，一次性给予项目对应宗地土地(以
项目实际使用面积为准)出让价格净收益 100%的奖
励。

太康县还推出三大保障。一是服务保障：实行一
个项目一名县领导分包，一套人马服务，一名首席服务
官跟踪，一条龙办理事务的“四个一”服务机制。二是
法律保障:县委、县政府组建企业法律服务团，并免费
为产业集聚区和商务中心区每家企业聘请一名法律顾
问，常年无偿为企业提供法律援助，确保企业合法权
益，建立涉企“110”，凡企业发生的案件，由县委政法
委书记直接牵头督办。三是要素保障: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确保企业生产经营要素需求，做到“企业围墙外
的事我来办，企业围墙内的事你来管”。实现“五通一
平”，即通路、通水、通电、通气、通网、厂区平坦，全力保
障项目开工建设和企业正常生产运行。

市、县领导推进“万人助万企”活动 太康县领导深入企业解决问题

在集聚区战略推动下在集聚区战略推动下，，太康崛起为产业新城太康崛起为产业新城

太康集聚区的主导产业
之一——纺织集群

太康县先后研发生产新产
品86种，成为雅戈尔、柒牌、波司
登等国内外 60多家知名服装及
家纺企业的供应商。

太康县先后斩获“中国棉纺
织名城”“中国新兴纺织产业基地
县”“中国长丝织造产业基地”

“棉纺织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示范
地区”等国家级荣誉。

多次被央视报道，举办河南
纺织高质量发展论坛，邀请中国
纺织协会专家观摩，举办太康县
招商引资大会，引进恒通莱赛尔
纤维项目……

太康县在纺织产业上的布
局和行动，越来越专业化、精细
化，在纺织行业的知名度越来越
高。

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企
业！尤其是在技术更新换代频
密的纺织领域，每年都有流行面
料的推出，一步跟不上，步步跟
不上。而太康的纺织，恰恰是站
在技术的最前沿。

在太康县银鑫棉业 15万锭
高精梳紧密纺纱项目车间，企业
负责人李阳光说：“我们采用的
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纱技
术‘高精梳紧密纺’，产品比普通
棉纱附加值每吨高 3000～5000
元，目前国内外市场供不应求。”

银鑫棉业是太康县本地纺
织企业整合后的升级版，项目全
部建成投产后，可年产 3.2 万吨
高精梳紧密纱，预计年销售收入
可达30亿元以上。

银鑫棉业和润泰纺织仅是
太康县纺织服装产业集群里的
代表。眼下在太康县纺织服装
产业集群中，入驻投资亿元以上
的纺织服装企业有83家，投产及
在建纺纱规模达到 176万锭，喷
气、喷水织机达到 10000 台，
年加工服装 6 亿件，纺纱规
模在全省纺织行业市县级
排名第一。

近年来，围绕集群
化、品牌化、精细化、规模
化“四化”做文章，太康致力
打造千亿级纺织服装产业集
群，实现了传统产业的快速升
级、农业大县向工业大县的精彩
蝶变。

集群化，加速形成产业链
条。太康县曾因盛产棉花被誉
为“银太康”。该县立足棉花资
源、人力资源和原有纺织产业基
础，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引进江
浙粤闽及港澳台等地纺织服装
企业入驻，形成“研发—纺纱—
织布—染整—面料—服装—
市场—物流”的产业集群
链。

品牌化，推高产业
发展水平。太康县每年
拿出 5000 万元用于企业
科技创新和品牌创建，引导
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引进高端
技术和先进生产工艺，实现装
备、技术、产品、管理品牌化。

精细化，提升管理服务能
力。该县建立了一对一精准专
业服务团队，形成了有效的“一

三五”跟踪服务机制；县委、县政
府主要领导走进企业，为企业把
脉问诊，有关部门跟进服务。

规模化，打造纺织服装产业
“航母”。层次高、规模大是太康
县纺织服装产业的显著特点，产
生了“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差异化
纱线生产线、全国最有影响力的
差异化弹力面料生产线”多个行
业单项冠军。盛鸿纺织投资 15
亿元新上的 2000台喷水织布织
机、1000台倍捻机捻纱项目，为
省内同类项目规模第一。

流行的面料，尖端的装备，
强大的效率，在太康形成了研
发—纺纱—织布—染整—面料—
服装—市场—物流的现代化产
业集群链，产品出口欧美、非洲、
日韩等国家和地区，越来越有

“国际范儿”。
除了纺织服装，以锅炉为主

的通用设备制造企业入驻项目
33家，年生产能力达 6万蒸吨，
省内市场占有率达 50%以上。
在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开展的区域品牌价值评价工
作中，“太康锅炉”品牌价值评估
为 34.3亿元；省工信厅批准成立
河南省智能环保锅炉制造创新
中心，省科技厅批准成立河南省
新型研发机构，成功组织 2018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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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组织召开国家
《电加热锅炉技术条件》标准修
订工作第五次会议等。

优良的投资环境，强大的招商方案保证了太康引
进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十三五”期间，太康县共与128
家企业签订投资协议，已落地107家，总投资额达200
亿元。

2021 年 1~6 月份，太康县领导带队外出招商 5
次，新签约项目 11个，合同总金额 58亿元，已开工项
目8个，正在洽谈项目43个。

金秋的太康充满着收获的气息，占地 1200亩，包
含智能纺织织布产业区、智能轻工产业区、纺织服装专
业物流区等五大板块的河南省天虹纺织科技工业园项
目正在紧张施工，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投资总额
30亿元，计划引进智能喷水织布机 5000台，目前，项
目一期10幢厂房、2幢研发中心正在装修，部分已开始
使用。

总投资 23亿元的年产 10万吨莱赛尔纤维项目、
投资 22亿元的锅炉共享制造产业园项目，已进场施
工；总投资 20亿元的碧生源太康大健康产业园项目，
一期改造太康县雪樱花公司，设备正在升级，正在出地
基；总投资 10.5 亿元的欧企德年产 2000万件服装项
目，共新建6栋厂房，5栋厂房已封顶，附属设施已陆续
施工，预计10月底完工；总投资10亿元的太康县静脉
产业园建设项目，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已运行，建筑再生
资源回收利用项目、餐厨垃圾处理项目在快速建设。

太康县产业集聚区副主任高敬辞介绍，集聚区把项
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主抓手，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鲜
明导向，围绕“三个一批”，在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和生产
安全的前提下，加强调度，攻坚克难，全力以赴加快项目
建设进度，确保早日投产达效，助推全县高质量发展。

专家点评

□胡美林

近年来，在全国区域经济竞争白热化

的背景下，很多开发区陷入“内卷化”。

而太康集聚区从无到有，从有到强，

成为全省 180 个集聚区反“内卷化”的杰

出代表。

太康的壮大首先在于思想破冰，投

资和项目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发动机”，

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太康以

产业集聚区为主阵地，以两大主导产业

为重点，坚持招商引资书记挂帅、县长牵

头、人大监督、政协融入，设立对外开放

工作站， 形成招商工作强大合力，努力

推进招商引资“十大突破”。

太康的壮大第二在于果断凌厉推进

创新。紧随国家政策和行业变化，实施

“设备换芯”“生产换线”“机器换人”，全面

提升企业智能化水平，打造了极具竞争力

的特色主导产业。

作为豫东农区崛起的典型代表，太康

集聚区的做法值得借鉴、学习。

（作者系河南省项目推进中心高级经
济师）

太康：反“内卷”的
典型代表

作为全省产业集聚区建设

的优秀代表，太康县产业集聚区

被省委领导誉为“传统农区的有

效突破”，通过狠抓主导产业，不

断招大引强，加快动能转换，做

大做强特色产业，打造出了熠熠

生辉的产业名片。太康县产业

集聚区规划总面积 23.35平方

公里，截至2021年6月份，建成

面积 18.3 平方公里，入驻项目

203个，打造了纺织服装和锅炉

制造两大产业集群，被河南省认

定为“三星级”产业集聚区。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2020

年度，太康集聚区规模以上企业

仍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446.9 亿元，同比增长 5%；从

业人员6.7万人，同比增长7%。

集聚区名片

●● ●● ●●

太康集聚区的主导产业
之一——锅炉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