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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红杰 卢松 王屹立

初冬时节，在豫中临颍县采访，当地

休闲食品产业发展令人叹为观止：

这里汇聚了消费者耳熟能详的休闲

食品品牌——从盼盼、亲亲到六个核桃、

雅客，再到南德调味品、北京牌方便面；

这里打通了从田间地头到厨房餐桌

的农业全产业链条——从小麦、辣椒种

植到食品加工、检验检测，再到包装罐

装、电商物流；

这里形成了齐头并进的六大特色产

业集群——从烘焙膨化、饮料包装到调味

品、面制品，再到肉制品、功能性食品……

“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临颍在食

品行业用心深耕，成为全国唯一的“中国

休闲食品之都”。2020年，该县休闲食

品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400亿元，占

全县工业主营收入的三分之二，占全省

食品产业的二十分之一。在全省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排序中，临颍县进入

全省前20名，入围全省县域工业30强。

最近，南街村集团方便面厂完成“退城进园”，搬
迁到临颍县产业集聚区，并实现了改造升级。“原来
10万包方便面生产线需要24名工人，现在20万包生
产线只需19人，产能翻一番，人工成本却大大减少。”
南街村集团公司总经理窦彦森介绍，胶印厂、包装厂
和调味品公司也将集中到县产业集聚区，在享受园区
完善配套服务的同时，实现技术化改造，赢取更大发
展空间。

大产业需要大平台。紧抓省委、省政府产业集聚
区发展战略机遇，2009年，临颍县在县城北部规划了
23.72平方公里的产业集聚区，按照“多规合一”要求，
推动道路、管网、生态绿地、污水处理、集中供热等基
础设施全覆盖，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载体。

驱车行驶在临颍县产业集聚区，亲亲、六个核桃、
美国嘉吉、雅客食品、海底捞、嘉美制罐等知名企业不
时映入眼帘。“食品企业的集聚，膨胀了产业规模、完
善了产品体系，形成了区域品牌效应和规模竞争优
势。”吴祥杰说。

打造产业高地，释放企业潜能。休闲食品产业具
有一定规模后，临颍县鼓励支持同一产业间不同企

业、上下游企业之间配套协作、互补对接，实现节本增
效，联动发展。

河南福贞金属包装有限公司是一家台资企业，
2018年入驻临颍县产业集聚区。站在企业二楼参观
通道，俯瞰 2片式易拉罐生产线，只见从进料到成品
打包，整个生产过程全部实现机械化。“为满足饮料企
业生产需求，我们引进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制罐生
产线，年产易拉罐 2.8亿只。”公司行政部负责人郭静
介绍，产品除了供应河南周边省份的王老吉等知名企
业外，今年开始就近为颐海海底捞项目供货。

同在临颍县产业集聚区内，漯河晋江福源食品工
业有限公司与上游的两个企业合作，完成了产品的包
膜和纸箱“零物流成本”采购；临颍县建成的豫中辣椒
产业园，年交易额突破20亿元，满足颐海海底捞等本
地食品企业所需……

独木难成林，一花不是春。在该县产业集聚区，
各种规模、各种业态、各种类型的休闲食品企业“百花
齐放”，彼此竞争但更注重联动，他们相邻建厂、管道
互通、检测共享、物流零成本，不出园区轻松完成产业
链上下游所有对接，形成生机勃勃的产业生态圈。

24年前，在朋友的引荐下，漯河联泰食品有限公
司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千里迢迢从福建来到临颍落
户。如今，企业立足于休闲食品加工，还在当地流转
土地，建起了种植基地和葡萄主题园区休闲观光产
业，成了年产值3亿多元的行业龙头。

“企业能挣钱、群众不找事、部门服务好。”谈起企
业在临颍经营多年的直观感受，漯河联泰食品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张静直抒胸臆。

“墙内事情企业办，墙外事情我来办。”临颍县党
员干部把自身定位为当好企业的“联络员”“宣传员”

“服务员”。“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以来，党政“一把
手”带头奔赴项目一线、入企走访，帮助解决用工、技
术创新、人才引进等难题，为企业营造发展的“碧水蓝
天”，让企业在市场大潮中“海阔凭鱼跃”。

深化“放管服”改革，高效推进“最多跑一次”“企
业开办时间3天办妥”……临颍县一系列重大改革举
措，提升了服务企业效能。其中，创新推出“项目预审
批”机制，有效破解“项目等地”难题，项目开工时间平
均提前 100多天，养元六个核桃、华润怡宝等一批重
大项目从开工到投产仅用 6个月，创造了项目建设

“临颍加速度”。
优秀的营商环境，已成为临颍的品牌和名片。2020

年，在全省县（市）营商环境排名中，临颍县居第10位。

休闲食品的巨大消费市场在中西部地区。口口
相传下，闽商竞相来到临颍。“我们刚来时，这里只有
两家福建企业，现在发展到 32家。”张静掰着手指头
说，“这些年光我们招引的闽商、公司员工在当地新办
企业就有10家以上。”

企业聚集在一个区域，生产的都是休闲食品，带
来的是竞争还是成长？“闽商扎堆，带来的是抱团发
展。”2003年从福建落户临颍的河南豪峰食品有限公
司负责人卢国香举例说，白糖等原材料采购时，几十
家企业集中采购的成本会比单个企业小得多。

以商招商是临颍县休闲食品产业做大做强的一
个实用招数，精准招商则是临颍县开放招商的一个鲜
明标识。

“不是食品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不要，不是亿元
以上的项目不要，不是名牌名企的不要，不是行业百
强的不要。”刘少宏介绍，临颍县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
经济工作“一号工程”，精准绘制招商图谱，坚持龙头
带动形成区域品牌优势，在食品行业叫响了“投资中
原、首选临颍”的良好口碑。

目前，临颍县拥有规模以上休闲食品企业120多
家，60%集中在产业集聚区，休闲食品日产能 9000
吨，产品涵盖8大类2000多个品种，成为中部地区休
闲食品产销量最大的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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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农”字做文章，把农业
资源优势转化为食品加工优势

一张蓝图绘到底

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打造完善丰满的休闲食品产业块状集群

一个平台起高地

精准绘制招商图谱，形成“建好一个、带来一批”的磁场效应

“一号工程”引凤来

谋划实施重大项目，抢占高端食品产业制高点

一马争先闯高端

临 颍 是 一 个 典 型 平 原 农 业

县。该县把食品加工业作为工业

强县的主导产业，形成六大食品

集群，2020 年创造产值 400 亿元，

打造出中国唯一休闲食品之都的

金字招牌，带动县域经济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绩。临颍为什么能

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

选对路，持之以恒。作为一

个农业大县，最大资源是劳动力、

耕地和丰富的农产品，临颍着力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食品加工优

势，25 年坚持走自己认准的农业

县工业化之路，不摇摆不折腾，一

张蓝图绘到底。事实证明，这条

路符合农业县的实际，也契合了

食品消费需求升级的发展趋势。

发展县域经济，方向对了，坚持就

是胜利。

精准招商，集群成链。为了

提高招商效果，临颍将招商重点

面向食品业发达的福建，逐步形

成了以闽商为主体的休闲食品产

业集群。闽商群体有相同的文

化，形成了一个熟人“社会”，企业

聚 集 相 互 帮 衬 ，很 容 易 落 地 扎

根。同时，该县围绕食品主导产

业和产业链需要，精准绘制招商

图谱选商，引进了一批具有支撑

性、带动性的重大项目和产业配

套项目，形成了产业集群和产业

链的良性互动。

真诚服务企业，创造良好发

展环境。临颍县进一步深化“放

管服”改革，提升政府服务企业效

能。该县党员干部真诚帮企业解

决遇到的难题，为企业发展营造

了良好的政治生态。同时，临颍

食品产业集群成链，基础设施完

善，企业不出园区就能轻松完成

产业链上下游对接，成本低效率

高，企业相互依存抱团发展，形成

生机勃勃的产业成长生态。

目 前 全 省 各 地 都 在 深 入 贯

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争取

实现县域经济成高原。临颍立

足县情发展食品产业，带动县域

经济发展的路子无疑是可以借

鉴的。③9

（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大
数据乡村振兴研究院首席专家、
教授 程传兴）

食品企业生产车间工人正
在生产面包。⑨6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

食品企业生产车间工人正
在生产糖果。⑨6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

◀临颍县休闲食品产业
园。⑨6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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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大恒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厅入
口，公司副总经理谢红霞展示了一款名为“小暖与姜
来”的饮料，“这是一款以姜黄素为主要原料制成的
功能性饮品，能保护肝脏、提高免疫力，受到年轻人
青睐，在高铁上很畅销”。

中大恒源是亚洲最大的天然色素提取生产企
业，多项技术领跑行业，是国内 48项行业标准制定
者。“我们的产品应用到巧克力豆、果汁饮料、火腿
肠、服装、保健食品等方面，带动传统食品产业向功
能化、营养化、大健康、高附加值方向加速升级。”谢
红霞自豪地说。

绿色生态、优质安全的食品，是未来消费市场的
需求主流。

春江水暖鸭先知，对市场敏感的企业动起来了：
漯河晋江福源公司新开发了盼盼土司包、三明治包
等早餐包，进军主食市场；南街村集团推出鲜食面系
列产品，赢得快消市场份额；玛士撒拉公司生产特殊
医学用途食品，满足住院患者的营养需要……凸显
产品特色，减少同质竞争，抢占空白市场，日益成为
临颍休闲食品企业的共识。

超前谋划占先机，为产业服务的政府动起来了：
临颍坚持“项目为王、工业强县”发展战略，加快千亿
工业新城建设，重点构建以休闲食品产业为核心，板
材家居、绿色装配式建筑、精密制造 3个产业齐头并
进的产业发展格局。“‘十四五’期间，我们谋划实施
休闲食品项目 6类 166个，总投资 861亿元，推动休
闲食品产业提质增效。”刘少宏意气风发地表示，特
别是新规划了“临颍县现代食品产业园”，主要招引

入驻功能性食品、保健类食品等高端食品企业，努力
打造超百亿高端食品产业集群。

受地域和空间限制，临颍县在招引高层次人才、
建设高端研发中心、留住技术工人等方面存在先天
短板。如何扬长补短？

招引头部企业，提高休闲食品产业综合竞争
力。先后培育引进世界500强企业美国嘉吉、国内最
大的蛋白饮料生产企业养元六个核桃、饮用水行业
领军企业华润怡宝、休闲糖果龙头企业雅客食品等，
目前临颍县有知名休闲食品企业 50余家，是中部地
区名企名牌集聚最多和名优休闲食品产量最大的产
业基地。

借智借势搞科研，提升核心产品引领力。政府
牵线搭桥，鼓励企业在临颍自建研发中心，在杭州、
郑州等中心城市建“科创飞地”，与科研院校合作转
化研发成果。同时，吸引临颍籍退休科研专家，回乡
创新创业。目前，临颍县引进院士 2名、头部专家 4
名，开展校企合作 30多家，转化科技成果 210多项、
开发新产品300多种。

做火电商销售，线上线下联动赢市场。河南豪
峰食品有限公司实施“电商突破战略”，已成为国内
烘焙食品电商前三强。在临颍，还有更多的休闲食
品企业开通电商直播和线上销售，并将之打造成新
的盈利点。

以集群发展延伸产业链，以创新发展提升价值
链，以融合发展打造供应链，“三链同构”推动食品产
业迈向中高端，全力打造县域经济发展高质量标杆，
临颍，砥砺奋进不停歇！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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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2日，走进位于临颍县产业集聚区的
颐海海底捞调味品项目基地，全自动火锅底料生
产线上只有寥寥几名工人，各种原料从密闭管道
运输，又在两层楼高的密闭大锅里炒制，最后通
过管道输送出来，变成一袋袋精美火锅底料。

这里是颐海食品有限公司在临颍总投资
15亿元、年产40万吨调味品的生产基地。公司
负责人介绍，项目全部达产后，将成为颐海公司
在国内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火锅底料生产
基地，为全国各地的海底捞门店提供原料，每年
可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0亿元。

临颍县种植有40万亩优质小辣椒和4万亩
优质大蒜，这是促使颐海海底捞项目落户的重要
原因。“这两年我们选育了最适合临颍土地的辣
椒品种，大力推广‘5G+智慧辣椒种植’技术，每
亩收入 5300元，比传统种植每亩多收入 1500
元。”临颍辣椒现代农业产业园负责人王偌飞高
兴地说，火红的辣椒给农民带来了好日子。

作为典型平原农业县，临颍县最大的潜力和
优势就是“农”：全县耕地88万亩，粮食年产量近
60万吨，是国家粮食核心区产粮大县；年出栏生
猪130多万头，被确定为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创
成省级辣椒现代农业产业园，是豫中南地区最大
的小辣椒种植和交易基地。

“县委、县政府在谋划产业发展过程中，围
绕‘农’字做文章，确定了休闲食品产业的主导
地位，一任接着一任干，把农业资源优势转化
为食品加工优势，推动传统农业大县向工业强
县转变。”临颍县委书记刘少宏语气坚定。

五年规划见证“休闲食品之都”的发展历
程。从临颍县“十五”规划到“十四五”规划，25
年时间，工业强县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而休
闲食品产业更是其中最闪亮的“珍珠”。

临颍县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
达到3.8∶1，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小麦、辣椒、
肉类、蛋禽等从田间地头到厨房餐桌形成全产
业链闭环，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实现了农产品
转化为工业产品，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提高了
农业综合效益。”临颍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
吴祥杰说。

漯河居中原之中，以食闻名。随着食品产业
的蓬勃发展，物流业有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其
中，以双汇物流为引领的冷链物流辐射全国，大
象物流、金顺物流阔步迈进全国冷链物流百强行
列，年农产品和食品物流货运量200多万吨，为
临颍县休闲食品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优质的种植基地、完善的物流业、便利的交
通优势，让临颍县休闲食品企业颇为省心。漯
河晋江福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宋
长浩说：“这里有食品产业发展过程中完善的上
下游产业链，我们的产品在短时间内就能辐射
覆盖周边多个省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