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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龙头企业篇

超聚变 “领衔”算力产业大生态
□本报记者 杨凌

11月25日上午，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南部，超聚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华中供应中心生产车间内，机器设备在高
速运转，一辆辆无人智能物料运输车来回
穿梭，穿着白色防静电服，戴着帽子、口罩
的工人们正在产品线上忙碌。

“虽然疫情对生产造成了一定影响，
但目前总体可控，服务器单板和整机生产
线运行平稳。”超聚变公共及政府事务部
总裁李翔宇告诉记者，“现在，超聚变处于
年底供货高峰期，预计华中供应中心会承
接超聚变第四季度50%的产能。”

仓库与工厂之间实行闭环管理，员工
由专车接送；施工材料、食堂食材、生活用
品等卸货到大门外，消杀静置40分钟后

再入园区；政府安排核酸检测人员每日入
园开展核酸检测，员工进入厂房查验24
小时核酸阴性证明……一系列精准严密
的防控措施，保障了超聚变生产线安全平
稳运转。

“定位于全球领先的算力基础设施和
算力服务提供者，超聚变拥有专利超过
2000件，依托20年的技术积累，致力于
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可信赖伙伴。”李
翔宇说，算力是指每秒钟能够处理的信息
数据量，被称为继热力、电力之后最新的
生产力。

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
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算力产业链持续完
善，包括算力基础设施、算力平台、算力服
务等在内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算力产业
生态初步形成。

作为我省重点引进的算力产业龙头
企业，一年多来，超聚变布局河南的步伐
不断加快：2021年11月5日，超聚变数字
技术有限公司正式落地河南；同年12月
18日，郑州生产线首台服务器正式下线，
并形成量产；今年7月30日，作为郑州市
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活动标志性项目，
超聚变研发中心及总部基地项目在郑东
新区北龙湖北岸正式开工。

在超聚变的带动下，通过“外引内扶”，
一批业界领先的产业合作伙伴相继落地河
南。据李翔宇介绍，在省、市工信部门的大
力协助下，着眼于“内扶”，超聚变已与河
南省内101家企业进行了对接，目前已和
郑州美盈森、中航光电线缆、富鼎精密工
业、鹤壁耕德电子等9家企业达成产业链
合作，产品涉及电源、辅料、连接器、精密

构件等，预计带动就业4500人以上。而
“外引”上，在超聚变的引领下，已有记忆
科技等生产企业落户郑州航空港区。

在今年8月超聚变举办的首届全国
合作伙伴大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
余名业界代表齐聚郑州中原科技城，共同
探讨算力行业发展趋势和热点话题。业
界人士在大会上评价说，超聚变的落户不
仅给河南带来了一座业界领先的工厂，还
为河南带来了新的算力产业大生态，取得
了“引进一个、带动一批、辐射一片”的效
果，为河南数字化转型注入了新鲜血液。

“我们是一家生态型企业，在做强自
身的同时，致力于构建多元供应体系和产
业生态。我们将通过合作吸引更多伙伴
前来落地，共同打造河南千亿级算力产业
大生态。”李翔宇说。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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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振杰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晓静

“6年前，我们初入聚碳酸酯市场；如
今，随着国内产能释放，聚碳酸酯已‘飞
入寻常百姓家’，我们也有了新目标，推
动‘特种聚碳酸酯’项目加快建设、早见
效益。”12月 2日，在科学精准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前提下，濮阳市盛通聚源新
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通聚源”）生
产不停、产能不减，总经理张可超对公司
发展“路线图”的思考，更彰显发展信心。

据了解，聚碳酸酯是五大工程塑料
中增长最快、用量最大的一种。在盛通
聚源的展厅中，各式各样的样品、资料
显示着聚碳酸酯的广泛应用：日常用品
茶几、拉杆箱、安全头盔，新颖产品扫地
机器人、5G基站设备外壳、新能源汽车

玻璃，高科技产品航天器部件、人工脏
器材料……“从 2016年成立至今，盛通
聚源专攻的一直是聚碳酸酯及改性材
料的生产与研发。”张可超说。

濮阳聚碳新材料科技园，从名字就
可以看出发展方向。“聚碳新材料居我
市确定发展的六大化工新材料之首。”
据濮阳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2021年 2月以来，该市聚力打造聚碳新
材料全产业链，成立聚碳新材料科技园
工作专班，编制完成科技园产业发展规
划，在龙头打造、技术平台、招商引资等
方面协同发力，“盛通聚源即是科技园
的龙头企业之一”。

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是盛通聚源成
为“领头羊”的关键一招。盛通聚源是
濮阳市盛源集团的子公司，集团负责人
王息辰对创新驱动发展有深刻认识，

“我们与北京化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联合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
利技术，2019年 11月，盛通聚源年产13
万吨聚碳酸酯项目一次性试车成功，项
目采用的非光气熔融酯交换法，打破国
外技术垄断。”

“盛通聚源已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河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河南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省聚碳
酸酯工程研究中心。”据张可超介绍，

“技术制胜”的盛通聚源还吸引了中国
石油“牵手”。2020年 12月 30日，盛源
集团与中国石油签约聚碳酸酯产业发
展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围绕聚碳酸酯侧
线、特种聚合物柔性生产线等共混改性
线项目开展合作，并开展高分子化工研
发、特种聚合物开发等工作。“特种聚碳
酸酯性能升级，将以高端化、差异化匹

配细分市场需求。”张可超说。
以盛通聚源为代表，濮阳聚碳新材料

科技园已集聚成势：丰利石化是我省唯一
的地方炼油企业；远东科技规划建设的年
产75万吨丙烷脱氢项目，实现首套丙烷
脱氢完整技术的国产化；作为该市成立的
第一个产业联盟，濮阳市聚碳新材料产业
联盟搭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科研院所、
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桥梁。

濮阳聚碳新材料科技园更坚持“项目
为王”，实现创新动力、产业实力、承载能
力三提升。盛源顺酐、盛通聚源特种聚
碳、中汇新能源高纯苯精制等一批具有引
领性的重大项目开工建设，以聚碳酸酯为
主链，顺酐—聚酯、苯—聚苯乙烯、丙烯—
特种聚丙烯和聚丙烯酸酯为辅链的“1+
3”产业体系逐步成型，科技园今年产值有
望突破200亿元。③4

“关键环”求创新 产业链有韧性盛通聚源

□本报记者 杨晓东 祁道鹏

日均消耗面粉 300 吨，每分钟有
800块面饼下线，研发的近30种速食产
品风靡大江南北……11月28日，在今麦
郎（遂平）食品产业园智能化生产车间，
经过和面、压延、蒸煮等多道工序，一桶
桶方便面装箱后等待发往全国各地。

“车间6条生产线马力全开，正加紧
赶制订单。今年前10个月，营业收入已
突破 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0%，产
销两旺。”今麦郎食品（遂平）公司总经
理展坤鹏对记者说。

作为全国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今麦郎集团 2016年落户遂平，此后
的6年间，多次追加投资，项目涵盖方便
面、饮品、挂面等多个领域，年销售收入
超过12亿元，强力助推驻马店农产品深
加工产业集群茁壮成长、做优做强。

“龙头引领，拓展产业链、贯通上下
游。遂平今麦郎有效带动全县小麦种

植、面粉加工、油脂加工、
包装、运输等行业迅猛
发展，辐射带动上百
家供应链企业，为
遂平由‘小麦大
县 ’一 跃 成 为

‘制面强县’增
添动力。”遂平
县县长李振南
介绍。

2021 年 9
月，五得利集团
遂平面粉加工厂投
产，在建成的全球最
大单体“面粉工厂”中，
每天有 6000 吨小麦经过高
精度、全封闭的自动化生产系统，静悄
悄变成面粉。“我们给遂平今麦郎日供
面粉就达 200 吨，双方形成了良性互
动。”五得利遂平工厂负责人说。

“粮头食尾，农头工尾”。遂平今麦

郎是驻马店深化农产品深
加工产业集群建设的
生动缩影。近年来，
聚焦将粮食优势
转 化 为 发 展 红
利，以打造全国
粮食生产核心
区、有影响力的
农产品精深加
工区为目标，驻
马 店 牢 固 树 立

“大食物观”，持续
延伸产业链、配套

供应链，吸引一大批
“链主”型企业入驻，形成

了强大的集聚带动效应。
克明面业、思念食品、中花粮油等

86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相继落户，伊利、
万邦物流等一批重点项目相继落子兴
建。即将投产的河南金玉锋大健康生
物产业园项目，将带动方圆 300公里的

玉米深加工，有效拉动运输业、养殖业、
食品业、医药业等上下游产业发展。聚
焦龙头企业补链强链延链，如今，驻马
店市农产品加工企业有 1860 多家，年
产值超 2200 亿元，“国际农都”建设稳
步推进。

时间不等人，还要敢于创新，带动
产业链升级再造。去年，今麦郎（遂平）
公司又将目光放在了非油炸的“未来
面”这一全新概念上，相关项目建设如
火如荼。“聚焦市场消费新需求，链动中
原引领新食尚。项目全部建成后，整个
遂平园区目标年销售收入 50亿元。”展
坤鹏向记者发出邀请，“明年3月再来看
看吧，那时候‘未来面’项目将建成投
产，遂平今麦郎将立足驻马店，进一步
拓展海外市场。”③9

贯通上下游 链接新食尚今麦郎

企业是生产的细胞，也是产

业链、供应链的主体，有强大的龙

头企业带动，才能带动产业链、供

应链。去年以来，我省各地加快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产

业链链长和产业联盟会长“双长

制”，大力补链强链延链，着力驱

动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③9

核心提示

□吕志雄

产业兴则百业兴，产业强

则百业强。“链主”企业是产业

链上的“火车头”，集聚了高端

生产要素，具有持续带动中小

企业不断创新发展、驱动整个

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作用。疫情之下，加

快经济快速恢复更要注重发挥

“链主”企业的聚合带动效应，

大 力 补 链 强 链 延 链 ，培 育“ 链

主”、带动“链条”、形成生态，拓

宽就业渠道保民生，赋能高质

量发展，推进现代化河南建设。

双 汇 、三 全 、思 念 等 涉 农

“链主”企业为农业现代化提供

了驱动力，今麦郎食品产业园

项目落户遂平，进一步壮大驻

马店食品产业集群、拉长食品

产业链条。“链主”高昂强劲舞，

“链条”飞腾成巨龙。我们要盯

紧产业龙头企业，加大支持力

度，强化要素保障，聚焦“卡脖

子”技术加强协同攻关，积极培

育壮大“链主”企业，打造产业

集群，形成产业生态，稳增长、

保就业、惠民生。

盛通聚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科技创新制胜，打破国外技

术垄断，带动濮阳聚碳酸酯为

主链的“1+3”产业体系逐步成

型；超聚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给我省带来了新的算力产业大

生态，起到了“引进一个、带动

一批、辐射一片”的效果。我们

要盯紧新兴产业，从“链主”企

业发展需要出发，大力补链强

链延链，优化资源配置，加强科

研攻关，加快成果转化，努力抢

跑新赛道、实现新突破。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落实落细疫情防控

与企业生产双线嵌合机制、“四

保”企业（项目）白名单制度，深

化“万人助万企”活动，为企业

解决“难点”、消除“痛点”、打通

“堵点”，我们就能交出“疫情要

防 住 、经 济 要 稳 住 、发 展 要 安

全”的过硬答卷。2

强“链主”
稳经济

短评

▶▶超聚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华中供应中心生产车间超聚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华中供应中心生产车间
内内，，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忙碌地组装服务器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忙碌地组装服务器。。⑨⑨66 本报记本报记
者者 杨凌杨凌 摄摄

▲濮阳市盛通聚源新材料有限公司自主研发非光气
熔融酯交换法，打造聚碳酸酯产业链。 本报资料图片

左图 位于遂平县产业集聚区今麦
郎食品产业园的生产车间里，方便面生
产线在高速运转。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