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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动能转换动能 腾飞之基腾飞之基
城市发展离不开产业支撑。

万山磅礴有主峰。龙头企业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品牌效应强，可以促进产业链延伸，带动中小企业发展，形成产业集聚。周口市高度重视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

通过市场和行政等多方面的措施，千方百计扶持壮大龙头企业，推动产品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力争在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方面取得新突破。

□本报记者 方化祎 李昊 本报通讯员 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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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1日，周钢热回收炼焦配套余
热发电项目的 1号、2号余热锅炉汽包
吊装一次成功；一期二步及二期工程正
在争取钢铁产能和能耗等指标……当
前，一个现代化绿色钢铁生产基地正在
沙颍河畔强势崛起。

自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
司“诞生”起，一个高起点谋划的周口
生产基地在沈丘县茁壮成长，在两期
三步建设中“开枝散叶”。

2021年5月18日，安钢周口钢铁高
炉顺利点火，标志着安钢周口钢铁产能
置换项目一期一步工程正式投产。目
前，该工程的原料场、轧钢等主体标段及
生产生活中心、仓库等配套设施已建成
投用。预计2022年营业收入100亿元，
年上缴税金3亿元，安排直接就业1600
余人。

现代化绿色钢铁生产基地如何打
造？安钢周口钢铁生产基地采用紧凑式
布局、先进的工艺装备、智能化的控制系

统，采用世界一流、国内领先的烟气脱
硫脱硝环保技术，实现全干法除尘，
确保污染物低于超低排放标准，实
现污水、固废零排放，以园林式工
厂标准建设低碳、绿色、高效的
现代化智能工厂。

龙 头 带 动 ，集 群 蓄
能。下一步，安钢周口
钢铁将继续培育壮大
钢 铁 特 色 主 导 产
业，延伸钢铁装备
制造用零部件、
循环经济等下游
产业，完善设备加
工及检修、物流服务
等钢铁配套产业，构
建完整钢铁及延伸产业
链制造体系，努力在沈丘
打造主业突出、配套协作、
特色鲜明、品牌知名的钢铁
全产业链生产基地。③7

与子同行，共赴美好。2021
年 3 月，周口市人民政府与富
士康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进
行签约，一段“姻缘”自此开
始。

作为周口市人民政
府 重 点 招 商 引 资 项
目，富士康周口科技
工业园传承富士
康工业互联网股
份有限公司科
技基因，主要
生 产 研 发 手

机、平板、笔记
本电脑及穿戴装

置等关键零组件，
服务华为、荣耀等全

球顶尖的 IT客户。
“周口厂区正陆续

引进 50 余条包含全自动
CCD影像识别设备、小怪兽

全自动设备的新一代智能制
造精益生产线。”富士康周口科

技工业园有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该项目位于周口市高

新区女娲路中段，总投资约 40亿

元，占地约 500亩，总建筑面积约
50万平方米。其中生产区建筑面
积约 24 万平方米，包含 4 栋四层
标准化厂房、功能附房、冲压厂房
等，配套工业邻里中心建筑面积约
18万平方米。

从对接、签约到选址、建设，再
到投产达效，短短 4个月，富士康
周口科技工园项目演绎了周口招
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速度与激
情”。

目前，项目一期约 5万平方米
的厂房已建成投用生产。二期 4
栋 4层标准化厂房全部封顶，二次
结构、水电工程正在火热赶工中。
配套工业邻里中心项目力争 2023
年 8月份达到入驻条件。项目全
部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可达 50亿
元，带动3万—5万人就业。

富士康周口科技工业园项目
的落地生根，对加快周口中心城区
人口聚集、提供产业支撑、推进工
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
时，项目带来大量配套企业，有利
于加速打造产业集群，为周口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增添更大动能。③7

落子三川，蓄势而发。
8 月 23 日上午，备受关注的丰厨

中央厨房（周口）园区正式投产，这是
益海嘉里（周口）现代食品产业园布局
周口结出的“第一果”。

益海嘉里（周口）现代食品产业园
是由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兴建，集粮油食品工业、生
物科技、能源供应于一体的综合性现
代食品产业园。项目规划占地面积约
为3300亩，计划总投资145亿元。

扎根产粮大市，项目如何布局？油
脂精炼、中小包装油灌装、磷脂油、膨化
大豆粉；小麦加工和水稻加工；中央厨房
以及为港区服务的热电联产项目……据
了解，项目达产后预计可实现产值超
260亿元，提供3000个就业岗位。

布局新赛道，深耕产业链。其中
央厨房招商项目，主要入驻为肉蛋蔬
菜类原料型，米面肉制品生产型，连锁
商超、餐饮、仓储、销售、物流型企业，
致力于打造中央厨房产业生态链。团

餐项目的开园投产，设计日加工 12万
份热餐、3万份冷餐、企业餐等产能，极
大满足消费预制化、方便化需求。

益海嘉里（周口）现代食品产业园
负责人表示，将立足当地丰富的农产
品资源，大力发展粮食、食品精深加
工，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打
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农业食品产
业园区，致力推动周口市农业高质量
发展，为乡村振兴和地方经济发展作
出更大的贡献。③7

周口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智慧城市指挥中心、周口市委政法委
市域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众多
单位在周口大数据产业园“安家落
户”，这里究竟有何“魅力”？

据了解，周口数字经济产业智慧
岛建设项目于 2018年启动建设，以数
字经济及相关服务业为产业定位，已
建成科研办公面积 40万平方米，主要
业态由数字经济大厦、企业总部大厦、
国家级众创空间、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等组成，涵盖总部办公、科技金融、创
业孵化、公共服务等功能。

2022年 2月，360旗下的 360政企
安全集团与周口市人民政府达成战略
合作，成功中标4亿元周口数字城市安
全大脑项目，该项目是周口数字经济安
全产业园权重建设板块之一。目前，该
园区在引入国内外领先的数字产业企

业、赋能周口产业转型升级等
方面正发挥“磁力效应”。

在产业布局方面，周口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充
分发挥整体优势，围绕
大数据产业布局和发
展格局，以智慧岛
建设为先导核心，
为产业集聚和后续
发展提供承载空间，
将创新战略和大数据战
略充分融合。

拥抱新时代，一起创
未来。一个以平台建设、人
才引进、技术辅导培育“数据+
科技”新业态，构建资本青睐、技
术领先、人才聚集、信息畅通的数
据科技双创生态区正步伐坚定地迈
向“数智”时代。③7

抢滩风口，未
来可期。

8 月 8 日 ，
河南省发改委印

发《河南省促进生物
经济发展实施方案》，

提出支持周口发挥生物
制造产业优势，完善生物

发酵聚乳酸全产业链，建设
全国重要的原料药和生物基

可降解材料产业基地。
科技为本，聚能铸强。作为

从豫东小县城走向世界的乳酸企
业，金丹科技积极拥抱生物经济，
用心做好一颗玉米从源于自然到
回归自然的绿色文章。

20 年来，该公司利用现代生
物技术，将玉米中的淀粉转化为乳
酸、乳酸盐、乳酸酯等产品，并以高
品质乳酸为原料聚合成可降解材
料丙交酯、聚乳酸产品，实现了对
玉米由粗加工、初加工到精加工、
深加工的综合利用。

为实现传统业务与新兴业务
并驾齐驱，公司沿着乳酸产业链

进行一体化布局，进军乳酸下游
丙 交 酯 和 可 降 解 材 料 聚 乳 酸
（PLA）行业，通过和南京大学合
作，成功攻克生物有机胍催化剂
生产丙交酯的技术难关，构建了
宽广护城河。

2022年 4月 8日，该公司牵头
的河南省聚乳酸可降解材料产业
研究院落地郸城高新区，为周口生
物经济发展插上智慧翅膀，助力抢
占全球生物可降解新材料领域制
高点。

年产 6万吨生物降解聚酯及
其制品项目，4个车间正有序施工
中；年产3万吨乳酸酯类系列产品
项目已试生产……当前，金丹科技
不仅限于聚乳酸，还通过聚乳酸、
淀粉和 PBAT共混改性直接生产
可降解产品来提升附加值，实现可
降解材料从源头到产品的战略布
局。

一个坚持靠技术创新来推动
企业发展，坚持在产品生产中发展
循环经济的未来之星正冉冉升
起。③7

安钢周口钢铁

沙颍河畔崛起绿色钢铁基地

益海嘉里（周口）现代食品产业园

精深加工壮大农业全产业链

周口数字经济产业智慧岛建设项目

数字技术筑起城市“智慧大脑”

金丹乳酸科技产业园

科技赋能领跑循环经济发展

富士康周口科技工业园

智能制造加快工业转型升级

图①图① 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打造千亿级生物新材料基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打造千亿级生物新材料基
地地。。⑨⑨33 徐松徐松 摄摄

图②图② 富士康周口科技工业园富士康周口科技工业园。。⑨⑨33 周口市委宣传部提供周口市委宣传部提供

图③图③ 安钢周口钢铁项目轧钢现场安钢周口钢铁项目轧钢现场。。⑨⑨33 周口市委宣传部提供周口市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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