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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产业绿色产业新支撑新支撑
2016 年 12 月，由东莞招商引资落地信阳；

2017年开工建设，当年建成、当年投产、当年见
效；2018年，在信阳投资兴建全资子公司中部半
导体，公司总部由东莞迁至信阳；2019 年至
2021年，公司营收连创新高，分别为 2.89亿元、
4.6 亿元和 7.06亿元；2021年年底，公司申请创
业板 IPO获深交所受理。

短短5年，谷麦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拥
有东莞市谷麦光学、信阳市谷麦光电、信阳中部
半导体等3家全资子公司，成为信阳电子信息产
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发展壮大的典型代表。

8月26日，走进位于金牛物流产业集聚区的信
阳市谷麦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隔着无尘车间巨

大的玻璃窗看到，宽敞明亮、洁净无尘的现代化生
产车间内，工人们穿着整洁如新的防静电工作服，
正在一台台排列整齐的高精密设备前忙碌着。

随着阵阵机器的轰鸣声，背光LED器件、光学
透镜、导光板、胶框、胶铁一体、背光源、液晶显示模
组等元器件，从不同流水线上列队过检、包装入
库。出厂后，被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
记本电脑、工控显示、家居显示、医疗显示等领域。

“研发和创新是公司持续壮大的根本。”谷麦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本亮坦言，公司自
成立以来，平均每年投入创新研发费用占年度销
售的 5%以上，公司及 3家全资子公司均为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信阳谷麦光电还是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已累计获得专利 115项，并不
断转化为技术成果。

如今，谷麦光电拥有光学设计、激光网点加
工、高精密注胶、CSP芯片级封装、COB集成封
装等一系列核心技术，仅高精密 SMDLED产出
量就达103亿只/年，为荣创、山本光电、中光电、
联创光电等诸多国内外知名企业供货，产品最终
应用在三星、华为、OPPO、VIVO、传音等知名消
费电子产品终端品牌上。

“创新无止境，科技赢未来。”陈本亮表示，谷
麦光电将持续加大创新投入，加强与国内多家前
沿科研院所的技术合作和人才培养，争当电子信
息产业“领头羊”。

当国药经典遇上科技创新，会创造出怎样的
奇迹？

年销贴膏剂 10亿贴；“两只老虎”牌系列膏
药已成中药老虎膏的代名词，系列膏药中的壮骨
麝香止痛膏，市场同品种占比高达91.17%；伤湿
止痛膏、关节止痛膏也在同品种中占据近半壁江
山，“两只老虎”贴膏系列产品，已成为帮亿万人
消除病痛的“魔力贴”。

“福虎送吉祥，羚锐袪病痛。”十年来，河南羚
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秉承“科技兴企”理念，以科
技创新深度融合中医药产业，持续投入营收的
3%—5%用于产品研发和技术革新，交出了一份
骄人的答卷。

8月 28日，走进羚锐制药产品陈列室，一盒

盒不同类型的贴膏包装盒上，两只老虎栩栩如
生；隔着无尘车间的玻璃窗，机器飞旋，马达轰
鸣，每分钟就有1.1万贴膏剂在红城新县下线。

2013 年 10 月，年产 5000 万贴芬太尼透皮
贴剂生产基地建成投产；2015 年 10 月，投资
5.5 亿元的百亿贴膏剂生产基地开工，实施贴
膏剂制造全程自动控制、立体数控自动化物流
仓储系统等 100 余项技术创新；2019 年，羚锐
百亿贴膏剂生产基地被认定为第四批国家级
绿色工厂；2021 年 10月，携手思爱普（SAP）公
司、德勤管理咨询公司共同打造的 SAP-ERP
系统上线投入使用，实现公司业务财务数据完
全一体化；2022 年开始，通过对凝胶贴膏配方
及工艺的实验研究，引进国际一流工艺技术和

设备，开发出多款凝胶贴膏产品，试生产状况
良好。

从建厂之初只有虎骨麝香止痛膏、医用橡
胶膏等几款贴膏，到如今贴剂、片剂、胶囊剂、
乳膏剂等 10 余种剂型百余种产品，羚锐制药
的创新之路越走越宽。今年上半年，实现营收
15亿元，同比增长 10.86%，净利润 2.7 亿元，同
比增长 23.15%，发展态势始终稳健。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羚锐制药董事
长熊伟表示，“十四五”期间，羚锐制药将聚焦医
药主业，通过科技创新、绿色智造实现企业的稳
步持续发展，积极发挥产业优势，带领群众增收
致富，为加快老区振兴、加速绿色崛起贡献羚锐
力量。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电子信息、纺织服装，从无到有渐

成新支撑；装备制造、智慧能源，转型

升级助力新崛起；智能家居、未来科

技，创新驱动抢滩新蓝海……

十年来，信阳着力产业基础高级

化、产业链现代化，以战略性新兴产业

引领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信阳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豫

东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揭牌成立，

一大批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产业

带动强、发展前景好的重大项目建成，

产业结构实现由“二三一”到“三二一”

的历史性转变。

2018年 11月开工，2019年 8月一期项目建
成投产，至 2021年年底，仅 3年时间，信阳明阳
智能装备产业园就让万众瞩目：

成为明阳集团规模最大、制造能力最强的新能
源装备产业园，是全国建筑面积和单机容量最大的
陆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拥有陆上最长94米叶型
生产线、单机容量4—7MW的大型陆上主机生产
线，全面达产超1200台套，年产值超百亿元。

8月 29日，未进厂区，先感受到生产的火热：

邻近京港澳高速信阳站的几条街区，路边停满了
装好风机和叶片等待驶上高速的大型运输车；紧
挨着产业园区的几条宽阔马路边，堆满了准备装
车的风机叶片；厂区宏大的生产车间内，上千工
人在各条风机和叶片生产线上忙个不停。

河南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健表
示，信阳产业园的建成投产，已带动新能源装备
制造上下游产业链逐步进驻信阳，有力推进低碳
社会、零碳城镇建设，促进河南风电、太阳能等新
能源高端装备产业发展，助力信阳在全国率先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打造千亿级国内领先的新能
源产业集群。

稳居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强第 18位、全球
海上风电创新排名第一。为回报家乡，明阳集团
董事长张传卫表示，他们将致力于把信阳打造成

为集“工程运维中心、陆上风电技术研发中心、新
能源开发建设投资中心、新能源装备制造中心及
集团产业管理运营中心”五个中心于一体的明阳
集团中部地区总部。

如今，明阳信阳产业园已完成研究项目 9
项，获授权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21项，待
授权实用新型专利7项，被评为河南省高新技术
企业，连续两年荣获河南省制造业头雁企业，正
领衔推进信阳“千乡万村驭风计划”和风光火储
一体化项目。

李健表示，他们将发挥好新能源产业高端化、
集群化的链主带动作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
创新，加大源网荷储、风光水储多能互补一体化智
慧能源系统研发，全力打造中原千亿级新能源装备
产业集群，助力国家“双碳”目标早日实现。

无醛板材自动裁切，PET 膜激光封
边，仿金属拉丝更显品质，进口五金坚固
耐用……

8 月 27 日，走进信阳国际家居产业
小镇现代筑美绿色智能家居产业园，颠
覆传统思维的现代生产线让人耳目一
新：一台台巨大的智能机床，根据生产
流程，科学排列在宏大的生产车间内，
自动裁切、机器包覆、精准钻孔、激光封
边，全智能生产、积木式搭建，绿色生产
已然贯穿到现代家居智造的全过程。

“从制造工艺、生产质量到工厂自动化
和信息化程度，现代筑美绿色智能家居产
业园均立足‘工业4.0’国际高标准严格打
造，引领着制造行业发展方向，实现了标准
化、规模化、一体化、智能化。”河南省现代
筑美家居有限公司中心总经理余涛说。

2019年 2月，由碧桂园集团与信阳市
羊山新区联合打造、总投资 23亿元的现
代筑美绿色智能家居产业园开工建设，引

进德国、意大利等先进、智能化生产设备，
建起了包括鞋柜、橱柜、浴室柜、PVC门等
自动化、专业化的生产流水线、国家级实
验室和家居整体配套服务研究中心，着力
打造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
合型绿色智能家居产业园。

“信阳生产基地采用了国际、国内最
顶尖的自动化设备、自动化立体仓，项目
全部建成达产后，最大年产值可达100亿
元，同时可带动上下游关联产业数万人就
业，推动信阳形成绿色环保家居产业集聚
区。”余涛自信地说。

2020年 6月，总部位于广东肇庆的现
代筑美发布全新品牌定位“工程整装·全屋
整装美学家”，吹响现代筑美家居品牌战略
升级、布局新零售市场的集结号。

“未来，现代筑美把自身定位为智能
家居制造企业，希望以智能制造推动中国
家居产业升级，在质量、效率上逐步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余涛充满希望地说。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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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支撑 智慧引领

智创助力“虎虎”生威

智慧能源 领衔高飞

绿色生产 智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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