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力创新链——从“模仿克隆”到“自主研发”

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企业要创新，人才是
根本。集聚区大力实施人才引进工程，一批行
业顶尖人才纷至沓来。明泰铝业形成了“1个
院士工作站+1 个国家实验室+6 个省级技术
平台”的研发体系，2020年企业科研投入达到
4.8亿元，成功研发新项目 12个。万达铝业引
进的铝加工行业领军人才罗筱雄博士，为企业
带来常驻的铝精深加工博士研发团队，带领企
业在高精产品研发和量产上取得突出成就。
目前，全镇拥有高技能人才 510 名、高级经营
管理人才 350多名，为转型升级提供了有效智
力支撑。

技术含量不断提高。新昌铜业年产 22万
吨产值 100亿元高性能铜材项目，通过整合高
端设备生产高端产品，整体性能优于国际知名
企业，填补了北方地区高端铜杆市场空缺。润
鑫新材的镜面铝，打破了国外垄断，与香奈儿、
雅诗兰黛、德芙等世界知名企业达成长期供货

协议，成为国内首家高端化妆品铝质包装企
业。众诚科技生产的通信传输器件，用在我国
首个空间站的“天和”核心舱，在茫茫太空助力
航天事业发展。在这些企业的带动下，全区规

模企业 2020年投入研发资金达到 7.5亿元，拥
有高新技术企业 14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4家、郑州市科技型企业 24家、“专精特新”企
业 6家，科技实力越来越强，发展越来越有底
气。

终端产品不断丰富。锦昱彩铝生产的全
铝家具，具有环保、防潮、防火等特性，产品实
现了从“论吨卖”到“论斤卖”的跨越，销售火
爆、形势喜人。众赢铝箔与美团、饿了么等国
内知名外卖平台建立合作关系，在全国铝箔餐
盒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三泰彩铝产品种类
多，覆盖面大，与多家中字头国企建立良好伙
伴关系，已经成为目前中部地区最大的幕墙生
产企业。艾锐海新材料深耕食品级彩涂铝工
艺，生产的易拉盖材、拉环材及印刷片材进入
世界先进行列，广泛用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
青岛啤酒等国内外知名品牌，国内市场占有率
超过 30%。

曾经

现在 各个企业之间已经形
成自主研发、差异发展的良

好态势。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拳头产
品”，明泰铝业的交通用铝、电子箔，万达铝
业的军工铝，鑫泰铝业、恒通铝业的装饰用
铝，大家在各自领域精耕细作，不断研发新
产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行业充满恶性竞争，什么
挣钱，大家一哄而上、相互模

仿、互挖墙脚、低水平竞争，短暂的红火之后
是巨大的隐患，一遇风吹草动便陷入危机。

打造生态链——从“能耗大户”到“节能先锋”

强力推进深度治理。组织业内专家多次召
开研讨会，安排辖区企业进行现场观摩，确定了
全国铝加工行业深度治理的标准和规范。目
前，辖区27家铝加工企业完成了无组织排放深
度治理，180多家企业完成VOCS深度改造，6
个天然气锅炉完成低氮改造，辖区企业排放水
平明显降低。

全面落实管控措施。干部成立夜间专班，
每晚11时以后到辖区各重点部位进行夜查；各
村夜巡队对村内企业进行检查，形成了强大震
慑，有效杜绝了各类偷排行为。同时，督促各个
工地严格落实“八个百分之百”要求，加强国省
道扬尘治理，统筹“双替代”、秸秆禁烧等措施，

空气质量持续向好，经历了生态环境部、河南
省、郑州市的多次督导检查。

当好低碳环保先锋。制定“碳达峰”“碳中
和”行动方案，实施企业分类环保管控，持续淘
汰出清落后产能，倒逼企业降低碳排放水平。
明泰铝业在成功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的基础
上，投资 36亿元建设了“铝循环利用”项目，年
产再生铝 70 万吨，每年可减少碳排放 665 万
吨，通过碳交易可以获利5亿多元，得到了生态
环境部的高度认可。

王跃举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
们不仅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而且
要用前瞻思维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倒逼
能源结构调整，倒逼技术装备工艺提升，倒
逼产业高质量发展。”

曾经

现在 集聚区在全国率先开
展铝加工行业深度治理，率

先全部完成“煤改气”。提前布局“碳达
峰”“碳中和”，采用最新工艺生产的铝板，
每吨能耗仅为传统工艺的20%。

产业集聚区是全市乃至
全省的耗能大户，集聚区的耗

电量，甚至超过一个县城的总耗电量。

做优服务链——从“企业外流”到“竞相回归”
当好精心呵护的“好月嫂”。怎么才算服

务好企业？企业想到的，我们要做到；企业想
不到的，我们也要做到。在“7·20”特大暴雨
中，王跃举首先想到的是，铝汁遇水后容易爆
炸，这么大的雨，决不能有任何闪失。凌晨 3
时，他一边让办公室通知企业负责人关闭熔
炼工段，一边亲自到重点企业进行督导督
查。对电话无法接通的，安排人员到其家中
督促其关闭熔炼炉。对熔炉较大、降温时间
较长的，指导其将铝锭倒入熔炼炉加速冷
却。全镇 50 多家铝加工企业、200 多个熔炼
炉没有发生一起遇水、进水事故。中小企业
创业初期用地难、资金难，集聚区针对辖区民
间资本充裕、市场活跃的特点和土地集约利
用的要求，采用政府统一规划、企业自主建
设、土地分割出让、公配设施分担的模式建成
小微企业园、铝加工二区等，最大限度方便了
小微企业，目前已经入驻企业 68 家，实现产
值 6亿元。

当好排忧解难的“店小二”。越是困难时
刻，越需要政府为企业提供“阳光雨露”。辖
区两家骨干企业因互保造成经营危机，集聚
区主动作为，指导企业开展自救，协调省内外
银行 23 家，争取到贷款不抽不压、降息展期

等政策，避免了近万人失业，使 50 多亿元贷
款实现良性循环，成为河南乃至全国铝加工
行业最成功的金融风险化解案例。这次“7·
20”特大暴雨，辖区一家企业刚刚经历灾情，
又遭遇银行抽贷。王跃举立即带领集聚区一
班人，和企业负责人一起赶到银行，从中午一
直谈到凌晨，最终把银行说动，争取到了正常
资金支持，确保了企业的正常运转。

当好奖优罚劣的裁判员。7月 17日，集聚

区召开了高质量发展暨项目建
设推进会，明泰科技等 3家企业上
台领取了代表项目进展速度很快的

“骏马奖”，而另外 2家企业则领取了
代表项目进展速度较慢的“蜗牛奖”。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位企业负责人说，真
没想到，因为进度问题，会得到“蜗牛奖”，
还得当众表态，回去后一定把压力当动力，迎头
赶上。这种奖优罚劣的机制，也激活了集聚区
发展的“一池春水”。会议的第二天，一个崭新
项目——河南义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50亿元年产 70万吨再生铝高性能铝板带箔项
目便开工建设，建成后将带动集聚区铝加工产
能突破400万吨。还有正在建设的中国储运铝
供应链项目、艾锐海新材料项目、钜润新材料项
目等，整个集聚区呈现出项目“梯次推进、滚动
发展”的生动景象。

王跃举说，上边千把锤、下面一颗钉，捶
得冒火星、不冒火星就换钉，不是锤太重而是
钉不硬。工业是巩义的压舱石，产业集聚区
是工业的主战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集聚
区的事情办好。面对困难和问题，只有变压
力为动力，以更大的魄力、更有效的措施，更
优质的服务，让企业满意、让组织放心。

曾经

现在 各类项目纷纷回归，
2021年全区谋划实施重大

项目 24个，其中省重点项目 5个，郑州市
重点项目4个，工业项目 18个；总投资 152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53亿元。仅排队等待
进入小微企业园的企业就达50多家。

受要素成本、发展环境等
影响，集聚区的企业外迁流

失，企业家舍近求远、跑遍全国为项目寻找
落脚点。“墙内开花墙外香”，一些外省市主
要领导甚至亲自上阵邀请集聚区的企业到
外地发展。

从“铝板基地”到“高精铝都”

提升产业链——

龙头企业顶天立地。行业发展必须有
龙头。明泰铝业不仅是产业集聚区的龙
头，也是全国铝板带箔加工行业的龙头。
目前，明泰铝业已经拥有11家子公司，6个
生产基地，年销售额有望突破 200 亿元。
万达铝业作为全国第一个取得军工四证的
民营铝加工企业，实力同样十分雄厚。企
业研发的超薄型罐盖用 5182铝合金材料，
改变了我国易拉罐盖料依赖进口的局面；
研发的海军装备用新型铝合金材料，具有
重量轻、强度高、耐腐蚀的优良性能，将为
我国海军建设提供基础材料保障。

小微企业铺天盖地。今天的小微企
业就是明天的重点企业、龙头企业。产业
集聚区建有完善的企业培养体系，创客中
心落地—产业孵化园孵化—小微企业园
兴业—铝精深加工园区壮大，通过平台培
育、政策支持、专业队伍服务，全区小微企业
达1400余家、规模企业达到150家、亿元以
上企业25家、超百亿级企业2家，有效促进
了企业群体壮大、能级提升和活力迸发。众
赢铝箔是 2019年成立的一家新公司，被产
业集聚区创业氛围和产业链优势吸引，从商
贸到实体、从孵化园到铝精深加工二区，短
短3年时间，已经发展成为占地40亩的行业

“小巨人”。今年前5个月，实现产值3亿元，
再创历史新高。

曾经

现在

集聚区的企业家们自嘲
说“自己就是个轧铝板的”。

每年近300万吨的铝锭，在这里被轧制成厚
度不一、大小不等的铝板，每吨只挣百十
元。大进大出的背后，却是微薄的利润。

目前，全区能够生产汽
车舰船轨道交通用铝合金

板、铝建筑装饰材料、铝食品药品包装材
料、印刷用铝基材、铝餐厨用具、空调箔、电
子箔、LED灯具配件等数百种产品，吨加工
费最高达到 8万元，正在实现向高精铝都
的蝶变。

7月 20日，特大暴雨袭击了

巩义市。面对汛情，巩义市产业

集聚区迅速反应、及时抢险，将辖

区企业损失降到了最低。暴雨之

后，“万人助万企”活动密集跟进，

各类困难问题得到及时解决。7

月 26日，所有重点企业已经全部

复工复产，各项经济指标逆势增

长、创下新高。

巩义市委常委，产业集聚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回郭镇

党委书记王跃举自豪地说：“今年

以来，面对有色金属涨价、错峰限

电、汛情、疫情等不利因素，产业

集聚区前 7个月规模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24.6%、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12.8%。这些成绩，是

我们坚持‘链式思维’，通过延链

补链强链化解矛盾、破解瓶颈的

结果，也是集聚区坚持新发展理

念，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结

果。”

□李保平

从“一盘散沙”到“战斗堡垒”

抓实党建链——

拓展广度，抓面上覆盖。坚持党建工作
和企业注册同步推进，在集聚区市场监管局
设立专区，及时登记企业党员信息和《党建
基本信息登记表》，向登记主体及时发放企
业法人告知书、党员告知书。去年以来，共
选派党建指导员89名，在全镇非公企业单独
建立党支部 19家、联合党支部 2家、临时党
支部16家、挂靠村级党支部28家，为 240家
企业选派了党建指导员89名，有效提升了党
组织的覆盖率。

加大力度，抓阵地建设。在集聚区创客
中心成立了非公党建中心，为辖区中小企业
学习党建知识、开展党建工作提供了便利。
明泰铝业将党建元素融入企业生产的方方
面面，打造了“好看、悦心、实用”的党建文
化。万达铝业投资建设了集党建文化、产品
展示、企业文化于一体的展厅，定期组织党
员开展活动。众赢铝箔、恒通新材料建设了
党员活动室、党员会议室等阵地，支部活动
丰富多彩。同时，三泰彩铝、锦昱彩铝、华星
电缆等企业高标准建成党建阵地，企业党员
的归属感越来越强烈，作用发挥也越来越突
出。

增加深度，抓转型升级。明确提出了“支
部建车间、党建促发展”理念，明泰铝业“党员
示范生产线”等特色党建品牌逐渐叫响，非公
党建在企业发展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明泰铝业党支部成立政策研究室，年轻
党员认真研究上级党建政策和产业政策，企
业发展连续迈上新台阶。万达铝业党支部带
领职工狠抓科技攻关，为企业获得“军工四
证”立下了汗马功劳。在“7·20”特大暴雨中，
集聚区党工委一声令下，企业党员立即返回
岗位，2万多名职工“停工不放假”，2000多名
职工党员组成突击队，为全镇防汛抢险提供
了有力人员保障。

曾经

现在

集聚区的企业家一门心
思挣钱，其他的不管不问。占

地几百亩的企业，却连几百平方米的党建阵
地都没有，非公党建对企业的引领作用虚化
弱化。

所有企业的门口，“听
党话、跟党走”的标识显著

醒目。“党员示范生产线”“党员先锋岗”成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完善的配套设施

明泰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电子箔生产线

巩义市产业孵化园

专家点评

□刘立斌

在全国铝工业向“减量、延链、提质”转

型的关键时期，巩义市产业集聚区负重前行，

大胆探索，奋力进取，依靠产业集群搞创新，

降成本，每天都有新变化，每年都有新亮点，

为全行业的发展树立了榜样，引领了河南有

色金属工业绿色转型。

（作者系河南省有色金属行业协会常务
副会长）

铝加工行业看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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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式思维”带来产业跃升
——巩义市产业集聚区铝加工产业焕发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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