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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中国·许昌直播电商节阿里巴
巴许昌假发产业带跨境专场活动举行

向全球展示许昌假发魅力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赵凯）作为 2022中国·

许昌直播电商节活动之一，阿里巴巴许昌假发产业带跨
境专场活动近日举行。阿里巴巴国际站许昌假发产业带
50个商家直播间同时开播，向全球展示许昌假发魅力。

据了解，目前，许昌市共有发制品相关经营企业4000
多家，相关从业人员30多万人，产品涵盖人发、化纤发和
发套三大系列，工艺发、女装假发、化纤发等六大类，市场
遍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1年，许昌市发制品出口
约20亿美元，占全市出口总额的70%左右。“许昌假发”居
阿里巴巴海外热销榜第 3位，每天的全球销量约为 4万
套。在跨境电商平台上，每2秒钟就有一顶许昌发制品被
交易。全球每10顶假发中，有6顶来自许昌。

“许昌是驰名中外的‘中国发制品文化之乡’和‘顶上
时装之都’，是国内发制品的发祥地。下一步，我们将努
力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继续为企业做好服务，帮助企业
提高产品质量，拓宽销售渠道，携手将许昌打造成全球最
大的发制品产业基地。”许昌市商务局局长郑璐说。7

本报讯（记者 杨伟 通讯员 胡国强）婚姻家庭和谐
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婚俗改革事关社会和谐、家庭美满、
风气文明。7月 26日，记者从许昌市民政局获悉，鄢陵
县入选全省婚俗改革实验区，是许昌市唯一入选者。

据介绍，婚俗改革实验区试点时间为三年，主要任
务是积极探索形成部门齐抓共管的长效机制，推动婚
俗改革工作顺利开展，以淳朴民风、文明乡风助力乡村
文化振兴；积极探索加强新形势下婚俗改革的宣传阵
地建设，扩大婚姻家庭辅导覆盖面，提高群众的婚姻质
量；积极探索培育文明向上的婚俗文化，坚决反对低俗
婚闹、随礼攀比、铺张浪费等不正之风，营造良好的社
会风气。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深入基层组织调查研究，了解
农村婚恋现状，倾听群众的意见、建议，积极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传承
发展中华优秀婚姻家庭文化，倡导正确婚姻家庭价值取
向，不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和群众精神风貌，确保婚俗改
革取得实效。”许昌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7

鄢陵县

入选全省婚俗改革实验区

本报讯（记者 杨伟 通讯员 田苗）今年以来，许昌市
加大力度持续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工程项目建设。截至6
月底，全市谋划实施的385个项目中，在建项目266个，竣
工项目71个，开工率达 87.53%；完成投资 317.76 亿元，
占年度计划投资的57.14%，实现项目开工率和年度计划
投资完成率“双过半”。

据介绍，2022年，许昌市谋划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项目 385 个，概算总投资 2139.51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556.14亿元。该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坚持日
督查、周例会、月通报制度，每月对9个县（市、区）项目建
设进度进行考评排名，对重大项目实行通报机制，保障了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有序推进。7

许昌市百城建设提质工程项目推进顺利

让城市“颜值”更高“气质”更佳

本报讯（记者 杨伟 通讯员 董泽欣）7 月 21 日上
午，许昌市在许都公园举办窨井盖专项整治成果展。

窨井盖专项整治是我省和许昌市确定的民生实事项
目。许昌市城市管理局作为全市窨井盖专项整治牵头单
位，专门出台方案，成立专班，着力补短板、除隐患，使城
市更加美观、人民群众出行更加安全。该项工作开展以
来，许昌市共普查窨井设施 331244 个，整治问题井盖
40758个，更换井盖 25003套，安装防坠网 30875套，以
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的“脚下安全”。

“本次活动加强了窨井盖安全宣传教育，也增强了社会
公众保护窨井盖的责任意识。”许昌市窨井盖整治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聚民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把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推进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
全市窨井盖专项整治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7

做好窨井盖专项整治工作

守护群众的“脚下安全”

本报讯（记者 杨伟 通讯员 刘梦迪）“巩固脱贫成
果，全民共同富裕”“新村规民约”……7月 25日，走进襄
城县茨沟乡虎头李社区，一面面主题鲜明、图文并茂的文
化墙映入眼帘。

“我们组织村内学习绘画的大学生、绘画能手、书法爱
好者等发挥特长，利用社区主干道两侧的空闲墙面，打造
特色文化墙，用简洁的语言、生动的画面反映群众生活。”
虎头李社区干部王欢欢说。目前，社区共绘制墙壁宣传画
15幅、书写墙体标语20余条。形象生动的墙画和朗朗上
口的宣传标语不但向群众传递了新观念，拓展了文明宣传
新阵地，而且美化了居民的生活环境。焕然一新的社区面
貌，也激发了居民参与创建美好家园的热情。

虎头李社区文化墙建设是茨沟乡创建“五星”支部、
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缩影。自“五星”支部
创建工作开展以来，茨沟乡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落实“门前三包”
制度，积极引导群众从“要我拆”转变为“我愿拆”，从“要
我清”转变为“我要清”，提高群众主动参与环境整治的积
极性，推动建立长效管理体系。7

襄城县

文化墙“绘”出乡村新美景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许言

一幅幅转型跨越的喜人画卷，一个个特色

鲜明的产业集群，印证着许昌市各县（市、区）

你追我赶、加快发展的生动实践，也昭示出令

人憧憬的许昌未来。

项目对一个地区的发展举足轻重。今天

的项目决定明天的产业，今天的投资决定明天

的发展。抓住了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就找

到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点，就赢得了加快

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权。

定期开展全市项目观摩，“赛场”竞马、一比

高下，“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是许昌市一直坚

持的“规定动作”，也是许昌市近年来保持良好

发展态势的成功经验。今年上半年，全市 366

个省、市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1165亿元，占

年度目标的62.3%，实现了时间任务“双过半”。

风景无限好，项目“加速跑”。许昌将牢牢

抓住项目建设这个发展“引擎”，高起点推动项

目、高质量建设项目、高水平服务项目，加压奋

进，实干争先，为“冲刺三季度、确保‘全年红’”

奠定坚实基础。7

“赛场”比拼争出彩

短评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烜
本报通讯员 高伟山

七月未央，莲城处处生机盎然。

7月 26日—27日，许昌市举

行 2022年上半年重点项目建设

暨“三个一批”项目观摩评价活动，

并在28日召开的全市领导干部会

议上予以总结点评、加压鼓劲儿。

新项目亮点纷呈，新产业未

来可期，新态势催人奋进。观摩

团一行入园区、下工地、进车间，

目睹了各地加快产业转型的生动

实践，感受着令人耳目一新的蓬

勃态势，催生出逆水行舟、不进则

退的紧迫与压力，更增强了对许

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坚定信心。

“抓发展必须抓项目，抓项目

就是抓发展。”许昌市委书记史根

治说，“时光不等人、机遇不等人、

发展不等人，许昌要以‘困难面前

有我们、我们面前没困难’的精气

神，‘一天当成两天用’、加油加力

加速度，在高质量发展的一江春水

中奋楫争先。”

筑牢许昌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从项目观摩看许昌发展新局

许昌发展的根基在制造业、最大的
优势在制造业。

黄河集团培育钻石生产基地建设正
酣，百菲萨电炉除尘灰综合利用项目将
工业废弃物“吃干榨净”……走进工业重
镇长葛市，一个个先进制造业项目让人
眼前一亮。

位于长葛市黄河工业园区的黄河集
团培育钻石产业化项目，总投资 26.7亿
元，利用国际一流的超高压合成装备及
大单晶合成制造工艺技术，可形成年产
培育钻石320万克拉的生产能力，实现年
销售收入45亿元、利税10亿元。百菲萨
公司电炉除尘灰利用项目总投资 3.5亿
元，每年处理电炉炼钢除尘灰11万吨，实
现产业闭路循环、绿色发展。裕同环保
智能工厂项目，实现了从原料仓储、印刷、
装配到成品的业务贯通，成为全国印刷
包装行业首个智能工厂……

禹州市环保装备产业基地，是当地开
展链式运作、盘活闲置厂房、实施腾笼换

鸟、壮大环保装备主导产业的代表性项
目，已入驻两个项目。其中的河南泽衡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级环境保护类高
新技术企业，去年就把总装和销售总部落
户到了禹州，并上马实施了年产3000台
（套）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项目。观摩团
一行实地察看了集装箱式污水处理设备
的运转效果，勉励企业抢抓机遇，大力发
展环保装备产业，推广使用灵活、适用的
污水处理设备，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一栋栋标准化厂房拔地而起，一台
台智能化设备安装到位……许昌正德手
术感控系列产品生产项目是浙江振德集
团在鄢陵投资的第6个项目，将建设纺粘
无纺布、熔喷布、“三抗”（抗血液、抗酒精、
抗静电）生产线10条，实现从原材料到成
品全产业链生产。观摩团成员纷纷对龙
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产业链的集聚效应
点赞。

在总投资 50亿元、占地 1200 亩的
许昌远东智能制造产业园，年产 800万

套非等速传动轴的智能生产线正加快推
进建设，致力打造北方地区最大的汽车
零部件生产基地，建成后可实现产值
100亿元、利税 15亿元。项目所在地的
建安区政府负责同志介绍，通过不断完
善先进制造业体系，发展壮大高端装备
制造等支柱产业，产业“量”“质”同步提
升的态势喜人。

鄢陵广威木业有限公司过去是一家
以生产木质板材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
业，仅用两年时间“腾笼换鸟”，与南京林
业大学合作共建了生物质材料科研成果
转化基地，主要生产高性能木基缠绕压
力输送管道、生物质纤维材料等产品，建
成后年产值可达20亿元。

“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产
品。”观摩团成员认为，县域经济发展要
起高峰、成高原，必须“八仙过海、各显其
能”，围绕特色，彰显优势，拉长链条，增
加产品附加值，闯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
路子。

新兴产业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
带动能力强，既代表着科技创新的方向，
也代表着产业发展的走向。

许昌生物芯片研发制造基地项目，位
于国家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产业园
内，从接洽选址、土地挂牌到进场施工，仅
用了不到30天。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
省最大的食品检验中心、医学检测中心、
司法鉴定中心、生物芯片检测试剂盒制造
基地，达效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亿元。
观摩团成员表示，生物基因工程是新兴产
业、蓝海产业，要抢滩登陆、及早布局、持
续研发，为提高生命健康水平、推动人民
群众高素质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中原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位于许昌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黄河鲲鹏科创基地，

是华为公司参建的中原首个大规模人工
智能算力集群，算力平台一期建设规模
为100P人工智能算力，相当于每秒十亿
亿次的计算速度，未来将达到300P的计
算能力。目前，中原人工智能计算中心
已与郑州大学、许继集团等 300多家企
事业单位建立紧密合作关系。

育辰飞 5G光器件项目是建安区从
武汉光谷引进的光器件产业项目，年产
3000万套光通信器件，重点为中兴等知
名电子企业提供配套服务。许昌三达膜
盐湖提锂设备生产线项目位于建安区环
保装备产业园，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
传统盐湖提锂技术存在的回收率低、损
耗高等世界性难题，成为加快发展的新
经济增长点。

近年来，襄城县谋划形成了千亿级
硅碳新材料产业集群，初步形成了从煤
焦化制氢到硅烷气、多晶硅、光伏辅材，
到单晶硅片、太阳能电池组件，再到光伏
产品的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河南硅烷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就是该产业集群
上的核心企业，其投资建设的硅烷科技
半导体硅材料项目，将实现高纯多晶硅
材料的国产化替代，扭转“卡脖子”局
面。许昌安彩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4800万平方米光伏轻质基板项目，则是
襄城县打造 30GW 太阳能光伏超级工
厂和光伏产业链条开始成型的里程碑项
目。观摩团成员纷纷称赞这些项目科技
含量高、创新“浓度”高，为持续提升产业
链水平打下坚实基础。

推动不同产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
推动重点产业领域业态融合、创新发展，
有利于更好地催生新型业态、发掘市场
需求、推动产业升级。

东城区的胖东来生产基地项目建成
后，400多种胖东来自主品牌产品将从
这里走进千家万户。作为全市首个由单
一实体经营到“生产+制造”的产业融合
项目，该项目还带动38家上游制造企业
入驻，实现传统实体店的转型升级。“我
们要坚持质量第一，发挥品牌带动作用，
持续提升综合实力，打造商贸领域的又
一全国标杆。”企业负责人于东来说。

河南盛世联邦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在中医药行业标准制定方面处于

主导地位，新项目投产运营后将吸引
5—7家关联配套企业落地建设。观摩
团一行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布局、生产
经营等情况，认为禹州中医药产业有
历史、有传统、有前景，还要有基地、有
市场、有标准、有龙头，推动中医药产
业做大做强、擦亮品牌。

中原科技学院位于许昌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建筑风格恢宏大气，即将于今
年 秋 季 迎 来 首 批 7000 多 名 新 生 ，到
2025年全日制在校生将达到3万人。观
摩团成员纷纷点赞校区建设风貌，认为
这里“既是培育人才的教育点，还将形成
新兴的旅游点”，希望学校越办越好，为
许昌、河南乃至全国输送更多优秀人才。

魏都区数字政通区域总部基地项
目，致力于一网统管、“城市大脑”、城市
停车、地下管线等领域的信息化平台研
发，并在大屏幕上现场展示了其在城市

“云治理”中的场景应用。投资建设该项
目的北京数字政通科技有限公司，已在
许昌设立了华中区域3总部1中心，将进
一步深耕许昌市场，做实场景应用，推动
数字智慧管理与医疗、教育等领域深度
融合，以信息化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每个观摩点都是亮丽的风景，彰显
出无限活力。”观摩团成员感叹，“这次观
摩让我们看到了标杆，理清了思路，比出
了干劲，更让我们坚定了抢抓机遇、加快
项目建设的信心和决心。”7

传统产业脱胎换骨

一线传真

百菲萨公司电炉除尘灰利用项目。

许昌安彩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4800
万平方米光伏轻质基板项目。

年产800万套非等速传动轴的许昌远东智
能制造产业园项目。本版图片均为乔利峰 摄

西继迅达公司电梯零部件生产技改项目。

扬优势

新兴产业星光闪耀强支撑

产业融合活力十足寓新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