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大主导产业

夯实产业根基

□张永恒 周洋

在全省产业集聚区建设的大

潮中，豫北农区滑县正在书写发展

传奇。

强劲的工业增长带动区域经

济腾飞。

——2021年滑县产业集聚区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74家，全年区内企

业营业收入超百亿元，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总产值同比增速10%，占工业

总产值85.2%。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7.4亿元，较2020年增长17.9%。

——2021 年，新签约项目 14

个，协议投资额60.1亿元，在建项目

20个，规划投资95.75亿元，重点跟

踪项目9个，预计投资85亿元。

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处

处孕育着生机，也正在创造奇迹。

历史，注定要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改

革的烙印；时代，注定要在这片土

地谱写壮美的华章。

为谋划产业集聚区经济腾飞，

种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打造

产业发展的“人才高地”，2021 年

9月 13日，滑县县委书记陈忠坐镇

直播带岗，向全国发出招贤信，体现

了滑县“持续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全

力建设企业创新高地”的决心。

滑县也有高科技！
位于该集聚区的河南省大潮炭能科

技有限公司经过 20 多年的技术研发积
累，已成长为国内唯一的超级电容炭高科
技企业，企业拥有专利 111 项，其中发明
专利 27 项。目前，大潮炭能已建成年产
500 吨超级电容炭项目并投产，年产值
8000万元。

该集聚区企业华泰机械是全国粮机装
备领域的骨干企业，集团公司与江南大学、
武汉轻工大学、河南工业大学等成立联合
实验室，进行长期技术研发合作。集团公
司与中粮集团、双汇集团、雨润集团等知名
公司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密切合作，粮

油机械加工设备连续三年实现出口销售排
名 全 国 第 一 ，出 口 亚 洲 市 场 占 有 率 达
40%。华泰机械依靠自主创新，致力于将

“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不断将品牌
“滑县造”输出到海外。

河南滑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贯彻落
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充分发挥种
子在农业中的“芯片”作用，率先成立了院
士专家农业企业工作站和中原学者工作
站，目前已自主培育出 5个国审玉米新品
种，通过不同省份审（认）定的小麦、玉米新
品种 49个，生产的“滑丰”“滑玉”“豫龙凤”
牌种子畅销豫、皖、苏等十余省近 900个县
市，成为农民的首选品牌。

为支撑企业高质量创新发展，滑县产
业集聚区聘请第三方公司为企业免费评
估、根据企业实际发展现状量身定制科技
创新发展方向，建立培育台账，精准指导培
育项目平台78个。2021年成功申报省“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 5家，省工程研究中心 2
个，国家重点“小巨人”企业 2家，高新技术
企业4家，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30家，智
能车间2家、智能工厂2家等。

从管委会到企业，重视创新已经成为
普遍共识，践行创新已经成为自觉行动，
集聚区构建的良创新生态，培育出了生机
勃勃的发展新动能，打造出了区域创新的
高地。

发力科技创新 积蓄发展动能

当纳利集团作为永发模塑的配套印包
企业，正式签约落户滑县产业集聚区，与之
配套的企业——富业纸业、益企智能装备
紧随其后落户，预计和当纳利同时投产，招
商引资“链式反应”逐渐显现，营商环境的
后发优势逐步呈现……滑县产业集聚区越
来越成为众多企业看重的投资热土。

“在滑县产业集聚区落地投资，不仅省
市对我们有奖补资金，产业集聚区也有相
应的配套奖励，税收奖励也是及时兑付的，
这给我们吃下了定心丸。周边中小学还定
额定向招收务工人员子女入学，工人来厂
务工的积极性很高。”当纳利集团的一位负
责人称赞说。

德信电子负责人说：“2021 年 7 月中
旬，滑县暴雨导致严重汛灾，集聚区在灾情
严重，异常忙碌的情况下，为解决我公司厂
区进水问题，第一时间投入 350 多万元建

成了沉浸式泵站，彻底解决了积水问题，更
加坚定了我们在当地投资的决心。”

…………
为深度服务好企业，滑县产业集聚区

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持续深化“一
联三帮”效果，建立完善联系企业制度，及
时了解企业诉求，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真心
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集聚区建立了
副科级以上干部包联制度，成立问题化解
工作专班，利用每日早会、周五行政例会培
训助企服务有关政策，研究解决普工招聘、
科技创新、产品销售等工作，累计解决52家
企业反映的77个问题。

2021年，滑县产业集聚区举行了两场
“洹泉涌流”强企兴滑政策宣讲会，深入 10
余家企业推介见习班、订单班政策，组织 4
家企业参与县直播带岗网上招聘，多方为
企业招贤纳智,截至去年年底共招聘 195

名本科及以上人才，其中研究生 8名，博士
1名，本科186名。

与企业家心连心，滑县产业集聚区良
好的投资环境得到入驻企业家的一致赞
誉，形成了生机勃勃的产业生态。

由于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2021 年，
滑县（长三角）智能制造产业园和河南中
科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园落户滑县产业集
聚区，项目总投资 7.7 亿元，规划占地 280
亩。项目以打造滑县高端智能制造产业
园为目标，建成投产后将以智能制造装
备、精密机械制造、工业 4.0 等产业为核
心，引进上下游智能制造类企业入驻产业
园。项目建成后，将释放数亿产业链外协
服务、形成 5 亿精密模具产能，10 亿自动
化技术方案、50亿智能装备产能，同时赋
能当地其他装备制造企业，综合形成百亿
级智能装备产业。

优化营商环境 打造投资热土

华泰集团

以前的企业是星罗棋布，现在的企业是集
中布局。

14年来砥砺奋进，滑县产业集聚区发展迈
出了坚实步伐，纺织服装、农副产品深加工等主
导产业迅速发展、成长壮大，成为引领集聚区发
展的重要支撑。

坐落在滑县产业集聚区的傲宸服饰，占地
90余亩，项目总投资 2.3 亿元，年产值 5亿元，
创始人杨利红是地道的本地人，短短的十年时
间，该企业在法国、广州、郑州建成三个研发设
计中心，聘请国内外设计师 60余人，立志成为
中国女装行业的领先者。

位于该集聚区的河南易凯针织公司，产品
以纯棉纱为原料，从事染整坯布和针织成衣的
生产、加工及销售。项目规划投资 10亿元，占
地 260 亩，年加工能力 2500 万件（套）针织服
装、1.25万吨针织布、3万吨印染布。

知名品牌波司登落户该集聚区，年产1000
万件羽绒服装加工项目已竣工、即将投产。 该项
目占地面积225亩，总投资8亿元，项目建成后，
将成为集裁剪、缝纫、检验、后整理于一体的大型
智能化羽绒服装生产加工基地，年产值将达40亿
元；福建卡尔美年产500万件服装加工项目正在
装修厂房、威海三阳集团年产2000万件套智能
服装制造项目一期已经试生产；总投资2.3亿元
的河南常青服装有限公司集设计、裁剪、绣花、缝
制、包装于一体，设计产能为年产1000万件高档
服装，达产后，可实现销售收入7亿元……

纺织服装作为滑县产业集聚区的主导产业
之一，已基本形成“纺纱—织造—印染—服装”产
业链，将带动纺织服装产业集群效应和多元化的
发展，为培育“链主”，形成生态，增强核心竞争
力、品牌影响力、行业话语权打下坚实的基础。

“过去是小作坊，工艺也是抹蜂蜜、抹糖色、
油炸。现在是装备一流的全自动化工厂，减少
了三分之二人工，提高了效率，节约了生产成
本。”站在现代化的厂区内，滑县道口画宝刚烧
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画红胜说，“能有今天的
成就，最重要就是感谢集聚区的好政策。”

2018年，画宝刚投资2.5亿元，在滑县新区
烧鸡工业园购置 96亩地，建成了年生产能力
1500万只道口烧鸡的项目。全区拥有张存有
道口烧鸡、画宝刚道口烧鸡、八代中和义兴张烧
鸡、九代张文献道口烧鸡等十余个省著名品牌，

“道口烧鸡”产业蓬勃发展，全区“道口烧鸡”年
产值11亿元。目前，“道口烧鸡”正在申报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得益于集聚区的支持，滑县食
品企业提质换挡，由作坊变为现代化的生产基
地，迈入高质量发展通道。

有“豫北粮仓”——全国最大的小麦生产县
美誉，加上集聚区优良的投资环境，滑县农副产
品深加工产业纷纷转型发展，走上了以绿色安
全、知名品牌为引领的新发展阶段，低温畜禽肉
制品、休闲食品、中高端面制品琳琅满目，成为在
全国较有影响的绿色食品加工基地。初步形成
了以画宝刚烧鸡、滑县牧原肉食品公司为代表的
生态畜禽肉制品业；以河南利生面业有限公司、
河南辛安面业有限公司为代表的面品加工业；以
道口大曲、华夏王都酒业为代表的白酒加工业，
多元化的食品深加工产业体系已形成……

主导产业根基越来越实，新业态新经济不
断涌现，集聚区正在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主阵
地、主渠道、主引擎。

曾经的荒沙白地，如今的产业新城。
14年来，滑县产业集聚区投入了大量的财力

物力，实施了“九通一平”“九横十五纵”路网等规
模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车里程达116公里；高
质量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提升改造辖区内农
村道路 10余公里，集聚区群众生产生活更加便
捷；2019年以来，滑县产业集聚区启动村改居工
作，已将 31个行政村整合为 12个社区，其中“锦
和新城”是全省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社区，入住
1.11万户、3.56万人。集聚区现有 220千伏变电
站一座，110kV 变电站一座，并计划今年再建
110kV变电站一座，同时 2×35万千瓦热电联产
项目已经发电供热，企业用电用气、居民供暖得到
充分保障。

短短数年时间，滑县产业集聚区建立三级综
合医院 1所，二级综合医院、专科医院 7所，以及
滑县六中、英民小学等幼儿园至高中各阶段学校，
医疗和教育得到充分保障。集聚区内还有多所大
型商业广场、建材市场、酒店等，能够充分满足生
产生活需求。

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又推动
了招商的落地。产城一体化发展的蓝图在滑县产业
集聚区绘就，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梦想得到实现。
集聚区的发展，为乡村振兴探索出一条光明大道。

滑县产业集聚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产城一
体”发展，为项目落地、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投
资环境，同时也为客商、企业员工和从事第三产业
的经商服务人员创造了宜居宜业的生态环境，提
供了方便快捷的交通服务和均衡优质的教育卫生
文化资源，还吸引、造就了一批懂经营、会管理的
优秀企业家和各类人才，实现了产城资源共享,达
到了“筑巢引凤”的预期效果。

在滑县这片土地上，滑县人从没有停止耕耘，
勤劳淳朴的滑县人民 14年来的砥砺奋进，如今，
新城崛起，势来东南。一座规划合理、功能完善、
环境优美、产业先进的现代产业集聚区呈现在人
们面前；今天，站在全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新起
点上，滑县县委、县政府将带领全县人民，锚定“两
个确保”，全面实施“十大战略”，忘我工作，不负韶
华，在开发区建设的新征程上再创辉煌，为滑县撤
县建市、建设新时代富有影响力的区域性中等城
市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

产城一体

织就“生活福地”

画宝刚年产1500万只道口烧鸡生产线

波司登

傲宸服饰

滑县欧阳书院文化园滑县欧阳书院文化园

河南四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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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一日强基础 弄潮逐浪谱新篇
——滑县产业集聚区高质量书写县域经济腾飞“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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