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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 拉高标杆 奋勇争先 更加出彩

国家许昌经开区：加速推进二次创业
□李保平

深秋的莲城大地到处洋溢着奋

进的气息。在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多个重大项目正在奋力推进。

同心传动精选层小 IPO成功，良

好 的 成 长 性 得 到 有 效 申 购 倍 数

162.29倍。共有10家机构获战略配

售，包括江海证券、深圳开源证券投资

有限公司、上海冠通投资有限公司等。

根据同心传动介绍，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将用于“30 万套传动轴智能

升级改扩建项目”“年产 200万件新

型汽车传动轴轻量化零部件项目”

“智能汽车传动轴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届时，将大大提升开发区装备

制造行业的实力。

许昌智能电梯产业园项目工地

高架林立，该项目占地约 625亩，计

划总投资48亿元。主要建设电梯零

部件自动化加工基地、直梯智能制造

基地、电子集控智能制造中心、智能

仓储发运中心、商务和研发中心、国

家 CNAS 实验室及检测中心、电梯

物联网运维及培训中心、电梯部件成

型产业园、稀土材料协同产业园、生

活配套设施等10个子项目。

在瑞达食品添加剂有限公司年

产15000吨甜蜜素项目现场，来自天

津医药集团的投资人连连称赞许昌

营商环境好。

许昌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范晓东

说：“紧跟省委确保高质量建设现代

化河南、确保高水平实现现代化河南

的要求，开发区奋力推进‘三个一批’

项目建设，2021年开发区列入省、市

级重点项目14个，计划总投资252.7

亿元，截至9月底，已开工项目13个，

开工率为 92.9%；新建项目联审联

批手续完成率98.4%。”

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1994年10月成

立，1997年11月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升

级为省级开发区，2010年12月经国务院批

准晋升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面

积59.5平方公里，总人口10万余人。

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力实施“产业

立区强区”发展战略，通过做大做强电梯

制造、智能装备、电力装备等主导产业，改

造提升发制品传统产业，积极培育生物医

药、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逐步形成了“一

中心一基地七园区”的产业布局。“一中

心”即科技孵化器创新服务中心，“一基

地”即军民融合产业基地，“七园区”即国

际合作产业园、电梯产业园、智能装备产

业园、电力装备产业园、生物医药产业园、

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发制品产业园。其

中，国际合作产业园建设启动至今，已与

瑞典、瑞士、美国、韩国等国家展开合作，

引进首批入驻项目，项目覆盖智能装备产

业、新能源产业、发制品产业等领域。

先后荣获“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

“国家级电力电子装备特色产业基地”

“河南省对外开放先进单位”“河南省高

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河南省高新技术

产业标准化示范区”“河南省创新型产业

集聚区（试点）”“河南省产业集群商标培

育基地”“河南省质量强区示范区”“国家

绿色园区”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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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方案要求，
每个开发区要占据产业链的“关键环”，许
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市
委各项决策部署，聚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找准基点、找准优势、找准短板、找准对策，
强化“五个理念”（创新驱动理念、园区转型
理念、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理念、改造提升
传统产业理念、补齐发展短板理念），围绕

“四产业一融合”（做强智能电梯产业、做大
电力电气装备产业、做实生物医药产业、做
稳现代服务产业、做优产城融合），深入推
进“二次创业”，重点打造电梯、电力电气、
生物医药三个百亿级产业集群。

一、电梯智造产业。电梯产业主要以
西继（迅达）电梯公司为龙头，集聚河南瑞
普兰德电梯、许昌钰琨实业电梯等整梯制
造企业 3家，奥仕达、迅达驱动、诚锐科技
等关键零部件配套企业 3家，其他配套企
业二十多家，涵盖电梯研发、整梯生产、零
部件配套、安装维保等领域，形成了原材料
加工—关键零部件生产—整梯制造—电梯
物流等完整的产业链条，不仅成为我国中
西部最大的电梯生产基地，而且也是开发
区的主导产业。

二、电力电气装备产业。以许继集团
为核心，培育了河南晶锐、豫盛昌电气、许
继时代、许继德理施尔、大盛微电等一批
知名品牌企业，集聚关联配套企业 72家，
规模以上企业 13家，形成了发电—输电—
变电—配电—用电等完整的产业链条。
成为国内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电力电气装

备基地。
三、生物医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是

开发区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未来发展前
景可观。开发区生物医药产业园是河南
省、许昌市重点工程，是一个拥有 3500多
亩三类工业用地的生物医药园区，是打造
许昌千亿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重要一
极。目前，园区电厂、水厂、污水处理厂等
基础设施工程正在建设，预计今年年底前
基础配套设施建成试运行；已入驻的富森
药业，今年年底前建成投产，建成后将成
为国内生产能力最大的核苷酸及氨基酸
生产基地，以及国内重要的抗病毒及抗癌
药物的研发生产中心；去年引进许昌市瑞
达食品添加剂有限公司年产 15000 吨甜
蜜素产能整合项目，拥有全国最大的智能
化装备甜蜜素制造车间，产品销往亚欧 40
多个国家，60%以上的产品实现出口创
汇，未来甜蜜素产量可占全世界 70%以上
份额。根据生物医药产业园规划，第一期
主要落地建设一批氨基酸系列产品、维生
素 B系列产品、核苷系列产品等项目。同
时，根据国家层面提出的实施“中国抗氧
化产业振兴计划”，开发区将在生物医药
产业园内，再新建一个抗氧化产业的定向
性园区。下一步，将依托功能完备的基础
设施，通过招商引入一批茶多酚、茶色素、
谷胱甘肽前驱物等抗氧化项目和研发生
产应用机构入驻园区，树立行业标杆，将
园区打造为省内中高端医药产业园区、中
原医药产业创新高地、中国抗氧化产业的

样板园区。
除了以上三大产业，发制品产业是开

发区传统产业，目前，开发区共有发制品
企业80余家，相关从业人员1万余人，生产
品种3000多个，聚集了一大批上下游关联
企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链条，市场遍
布全球 120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以来，开
发区发制品产业完成产值9.4亿元，同比增
长 28.4% ，占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总 产 值 的
15.8%；进出口总额占外贸进出口总额的
90%以上，为开发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助推行业发展，9月 14日，许昌经济
技术开发区召开了发制品协会暨产业联盟
成立大会，标志着开发区发制品产业进入
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开发区谋划了占地
300亩的发制品小镇，将通过借助国内国
际双循环，吸引上下游产业链资源集聚，形
成洼地集聚效应，巩固开发区发制品外向
型经济支撑地位，打造“时尚产业”发展新
高地。

以中锋智能装备公司为主导的智能装
备产业近年来异军突起，全区共有智能装
备企业 20余家，形成了以同心传动为代表
的一批从关键零部件制造到整机组装，进
而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产业链条。力争通
过3年—5年的努力，使开发区智能装备重
点领域产业规模超过百亿元，促进数控机
床、工业机器人、智能专用设备、智能制造
成套装备、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等成为
国内重要的基地。

——奋力推进智能电梯产业园项目，加
快推动企业进行智能化改造升级，成为中南
地区电梯制造业的核心区。

——积极筹建许昌电力电气装备制造
集团，发挥开发区主阵地作用，推进产业向协
同、高端、规模、智能化发展，打造五百亿级电
力电气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加快推进“四换三名”工程，形成特
色鲜明、门类齐全、支撑有力、协同发展的现
代服务产业体系。

在以上培育产业的技术上，开发区提出
宏伟的目标，着力调结构、促转型，产业升级
步伐加快。

一是传统产业加快改造提升。大力实施
“三大改造”，已入库“三大改造”项目25个(16
个智能化项目、1个绿色化项目、8个技术改
造项目)，年度计划投资22.36亿元，完成投资
19.21亿元，完成年度任务目标85%。2021
年，西继（迅达）电梯公司荣获省级绿色工厂
称号，并成功申报许昌市唯一一家国家级质

量标杆企业。二是创新成果加速转化应用。
许继低压电器申报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目前正在等待省、市科技部门审核；将开发区
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打造成为国家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目前已与北京母体矩阵对接并
入驻企业50家。目前，开发区科技型中小企
业已备案 60 家，完成创新年目标任务的
100%。三是企业培育再获突破。贯穿全年
抓好“小升规”培育工作，培育“小升规”企业
85家。积极推进两化融合贯标评定工作，完
成两化融合对标企业30家,启动两化融合管
理体系贯标企业15家。11家企业成功申报
河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家被认定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同心传动、兴安金融等7家企
业成功申报许昌市“隐形冠军”企业。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企业登记全程电
子化率达到98%，企业开办一日办结，缴税
网上申报率始终保持在 99%以上；以经高
公司为载体开展投融资平台改革，公司资
产总额达到 72 亿元，2021 年 2 月已取得

AA 主体信用评级，成功发行债券项目 12
个，累计获批专项债券资金 8.82亿元。前
三季度，许昌开发区共招引项目 42个，计
划总投资约 634亿元。涵盖产业园区开发
运营、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先进制
造业、文化旅游、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
料、商贸物流、基础设施等领域。其中落地
项目 18个，总投资额约 64亿元；签约项目
（含框架协议）8 个，计划总投资约 302 亿
元；在谈项目16个，总投资约268亿元。

以国际合作产业园为抓手，积极与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德国德中商业联合会
中国委员会等进行对接，助力加大中欧、中
德、中非、中韩合作力度，提高开放质量和效
益。截至目前，已完成3个落地项目，共收集
8个开发区对德（欧）合作意向项目。拓展对
内开放空间。加强与前50名的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合作，导入更多先进创新要素
和产业资源，汇聚更多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和
产业化，实现以大带小，以强带弱。

产业为脊 精心培育三大集群

奋力转型 打造智能制造产业链

创新驱动

生成发展澎湃动力
创新创造蔚然成风，产业新城名片更亮。
近日，2020年省科学技术奖评选揭晓，其中由西继（迅

达）电梯有限公司独立完成的“SM6000智能电梯控制系统
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河南省技术发明二等奖，实现了
许昌市的突破。

10月23日，带着创新引领发展使命，许昌开发区电
气装备产业创新联盟正式成立，刘金忠、于世新等企业家
围绕推动电气装备产业创新联盟的发展进行了交流发言；
许昌豫盛昌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明强宣读了《许昌
经济技术开发区电气装备产业创新联盟章程》；大会表决
通过了《章程》和开发区电气装备产业创新联盟第一届理
事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监事长、理事单位。

许昌开发区不断深化“创新年”行动，每年都要召开创
新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年6月18日，许昌开发
区对西继电梯、晶锐冷却、施普雷特等12家优秀企业进行
了表彰。

“隐形冠军”“小巨人”“河南省两化融合试点示范”“省
级质量标杆”“市级企业技术创新中心”“省级工业设计中
心”“许昌市智能制造示范”……创新创造融入了开发区企
业的基因，比创新、比发展在开发区成为主流生态，一个个
生动案例见证了许昌开发区的创新实践——通过转型升
级蹚出了一条发展新路子。

一是壮大创新主体。在创新引领型企业培育上再
发力，加快形成“微成长、小升高、高变强”梯次培育的创新
型企业集群。力争在年底前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0家以
上,高新技术企业12家以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10
家以上，“小升规”企业70家以上，全面提升创新活力，为
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积聚动能。二是加快转型升级。对照

“创新年”各项目标任务，持续推进“三大改造”项目入库，
谋划2022年技改项目并做好项目后备入库工作；持续开
展企业上云和两化融合对标工作，着力培育一批省级以上
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推荐奥仕达和迅达驱动申报智能
工厂。三是强化创新培育。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后备库，组
织开展高企申报培训会，提高辖区高企申报通过率。持续
完善载体建设工作，按照时间节点筹备开发区创业服务中
心升级国家级科技孵化器。推进企业产学研对接及科技
成果转化，筛选并重点跟踪河南晶锐的一体化集成冷站项
目、低压电器的AMS物联网云平台等优质项目，协调对
接中科院、十五所、郑州大学等科研院所或高校，开展专题
产学研活动，推动优质科研成果产业化、效益化。

攻坚克难

让党旗在最前沿高高飘扬
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防汛救灾，无论是项目建设还

是招商引资，唯有冲在最前沿，勇挑重担、攻坚克难，才能
用“铁肩膀”扛起一面面鲜红党旗，用“硬脊梁”撑起一个
个战斗堡垒。吹响“让我上”的号角作表率，奏响“让我
干”的旋律挑大梁，擂响“让我来”的战鼓打头阵，用实际
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对初心使命的坚
守，让党旗在攻坚克难最前沿高高飘扬。

一是全力以赴稳投资。今年，许昌开发区立足于扩
投资、稳增长，谋划实施了72个重点项目，总投资328亿
元，计划完成年度投资77亿元以上。这72个重点项目，
就是下一步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重点抓好“一心两
园”、一峰智慧冷链物流园、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中
原研究院产研基地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为开发区经济
发展赋能添活力。二是精准出击谋项目。围绕园区项
目招商，大力实施产业链重大项目推进机制，谋划实施一
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建设项目、重大科技合作项目，
实施一批生产制造方式转型标杆项目，着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竞争力提升、现代化建设。三是千方百计抓进度。
紧盯工作台账，强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进度，使项目早投
产、早收益。重点抓好生物医药产业园、智能电梯产业基
地、富森生物年产 9000吨核苷类产品、瑞达食品年产
14600吨甜蜜素等重大项目建设，各职能部门围绕目标
任务，通力协作，主动作为，敢于担当，为加快推进项目建
设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为项目开工建设赢得时间、争
取主动。

许昌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范晓东说：“我们将根据市委
市政府提出的‘解放思想、拉高标杆 奋勇争先、更加出彩’
要求，加速推进二次创业，力争在‘十四五’末，把开发区建
成国家绿色制造示范区、中部地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引领
区、中南地区电梯制造业核心区、河南外向型经济发展先
行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现代产业高
地、城乡融合发展的示范引领高地和改革开放的新高地。
到2035年，开发区要打造出一批百亿级、五百亿级、千亿
级产业集群，力争实现百强国家级开发区较好位次。”许昌生物医药产业园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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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要素集聚，大众创业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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