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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梁园区的工业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搪瓷厂、手帕厂、
三毛纺织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色彩。

后来，铝加工业作为梁园税收支柱，逐渐走上前台，这些重工
业企业，块头大，高污染，高能耗。

现如今，一批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特征的新兴
工业企业正日益崛起，这些工业“轻骑兵”凭借高附加值、高成长
性、高科技含量迅速成长为新旧动能转换的新生力量。

“痛并快乐”“凤凰涅槃”，是梁园区工经委主任刘安生对梁园
工业转型的评价。刘安生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奋斗在工业战线，
是梁园区工业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他说，搪瓷厂等随着时代发展逐步湮灭于市场，有些可惜，但
真正让人痛苦的，是眼看着商电铝关停、破产；几乎与此同步，健
康运动、食品加工产业兴起，新旧动能实现转换，高成长成为常态，
梁园工业“凤凰涅槃”又让人心生快乐。

工业转型升级，源于梁园区的顶层设计。
2009年，梁园区高起点规划产业集聚区，决心大破大立，把区

里的主导产业由原来的铝材加工和农副产品深加工调整为以医药
及体育用品制造为主的健康产业和以食品加工为主的农副产品加
工产业，并编制了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健康与运动产业集群发展规
划，绘制了产业招商图谱。

新兴产业活力足，潜力大，态势好。2010年，梁园区产业集聚
区实现销售收入115亿元，2017年健康和食品两大主导产业已发
展至84家，主营业务收入实现“双百亿”。

走进国药控股商丘公
司，只见公司综合区的库房
高大宽敞，各类成品药琳琅
满目。自动分拣线上，一箱
箱药品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
自动有序流转；发货区内，
叉车在电脑的管控下有条不
紊地将一箱箱货物装车。

“我们的自动分拣线等
设备，是靠 Wi-Fi 和数码控
制的全自动设备，在工作
的时候不需要人力。还有
我们公司的冷库，它主要
承载冷藏药品的储存，始
终控制在 2℃—8℃。”采访
中，国药控股商丘公司总经
理刘松介绍说。

国药集团是由国务院国
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国最大的
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旗下900
余家子公司和 6 家上市公
司，员工 11万人。国药控股
商丘公司成立于 2011年 3月
份，是国药集团在商丘投资
兴建的医药物流企业，是集
团在全国重点发展的地市级
子公司。

“目前，公司已实际缴税
1400多万元，2018年，预计
销售收入 7 亿元，缴税将超
过 2000 万元。”刘松信心满
满地说。

国药控股是梁园区产业
聚集区健康产业园的一个缩
影。该产业园主要有医药和
体育健身器材两大类产业。
其中医药企业 36家，包括生
产类企业 14家、仓储物流类
企业 7 家、医药包材类企业
13 家、医药研究机构 2 家，
一个集医药研发、生产、包
装、仓储、物流为一体的完
整产业链已经初步形成，目
前已入驻国药、广药、上
药、华润等四大医药集团，
生物医药被认定为 2015年度
省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

作为和医药产业并驾齐
驱的体育产业是梁园健康主
导产业的“两驾马车”之一。

体育产业是最具潜力的

朝阳产业。几年来，梁园区
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体育产
业发展，把体育产业提升到
经济发展的重要板块，集中
优势资源，实施重点扶持、
优先发展。

自 2012年以来，梁园区
重点瞄准国内体育品牌前 10
强，主动实施上门招商和驻
地招商，当年成功引进了全
国运动鞋第一品牌——安踏
集团。

梁园安踏产业园是安踏
集团继福建、广东、安徽三
个生产基地之外，在全国战
略布局的第四个生产基地。
如今，年产值约7.5亿元，年
创税 7000万元以上，安置就
业 3000人以上，成为安踏集
团本部以外最大的生产基地。

经安踏企业引荐，2013
年，梁园区又成功引进国内
健身器材龙头企业——舒华
体育。

舒华体育在梁园投资 12
亿元，建设了占地 640 亩的
舒华体育产业园，主要生产
有氧器材、力量器械、综合
训练器、跑步机、健身车、
按摩椅、健身路径等 7 大系
列 400多个品种。“项目全部
建成后，年产健身器材 30万
套，年销售收入 5 亿元，年

利税 3500万元，将成为中国
最大的健身器材生产基地。”
舒华体育项目经理刘贤豪说。

依托安踏、舒华两大知
名品牌带动，梁园区相继引
进了康师傅、百岁山、恒大
冰泉纯净水，王老吉功能饮
料、恒生穿戴电子等数十家
体育运动关联性企业。目
前，初步形成了集研发、生
产、展销、包装、物流为一
体的完整体育产业体系。

健康产业风生水起，食
品加工产业红红火火。

食品加工业现已入驻五
得利集团、奥神食品有限公
司、大北农集团、贵友食品有
限公司、白象食品面业有限公
司等企业 26 家，形成了以贵
友食品、缘源食品、洪海肉食
为代表的肉食加工，以五得利
面粉、奥神面业、白象面业为
代表的面粉加工，以宏源食
品、阿凡提食品、百分食品、滋
美食品、绿奥食品为代表的休
闲类食品加工等三大食品产
业集群，面粉加工产业集群被
认定为河南省创新型农业产
业化集群。

2017年，健康产业主营
业务收入 101 亿元、食品产
业 123 亿元，实现“双百
亿”产业集群目标。

2016年6月，梁园区产业集聚区被河南省政府批复为省级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定名为商丘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荣誉的取得，来源于梁园区历届区委区政府对科技创新工作的
重视。

梁园区区长薛凤林认为，梁园“起航”离不开科技引领，梁园
“突围”离不开创新驱动，梁园“健壮”离不开强强联合。

资料显示，“十二五”期间，梁园区承担市级科技计划项目 108
项，授权专利469件，其中发明专利51件，拥有市级以上科研机构18
家，高新技术企业 9家。梁园区生物医药特色产业基地被评为河南
省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梁园区面粉加工创新型农业产业化集群
被认定为河南省创新型农业产业化集群。

多年来，梁园区以科技创新为魂，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第一要
务，把科技创新载体和平台建设打造作为发展的助推器，园区从零
起步，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

持续打造创新载体——
围绕高新区抓规划。商丘高新区五年发展战略规划及三年行

动计划经过论证，为商丘高新区发展描绘出清晰蓝图。
围绕高新区建平台。智慧园区进入到具体建设运营阶段；投资

17.6亿元的“双创”综合体13栋厂房主体正在施工；建成近万平方米
的科技研发中心、公共服务体系、孵化器办公场地；新落地商丘星创
高新技术服务公司已开始为园区企业提供服务。

围绕高新区抓创建。目前，园区省级研发中心达到11家、创新型试
点企业3家、博士工作站1个、院士工作站1个，还成立了商丘高新区企
业协会、商丘高新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促进会，已吸纳会员企业79家。

为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梁园区坚持围绕医药运动健康、
食品加工两大主导产业，不断深化“院地合作”，先后与四川大学、河
南大学药学院、国药集团合作建立了中国医药总院河南分院，与天
津大学国家结晶工程研究中心王静康院士团队共同组建河南省高
端晶体药物企业院士工作站等，与上海爱投集团联合设立了 2.5亿
元医药发展基金，力图培育更多高层次人才。

人才，为园区科技孵化提供了强力支撑。
作为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梁园区产业

集聚区已拥有6万平方米的中小企业孵化园和26万平方米的科技企
业孵化器加速器，在孵企业91家。

经过多年孵化培育，如今孵化效果呈现百花齐放局面：先后开
发出电子控制器、商用家用制冷产品、多功能变压器、电力检测仪、
植保无人机、数控机床系列产品、3D打印机、制冰制雪机系列产品
等，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超过 4000个，承担市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
26项，在孵企业拥有专利83项，新增高新技术企业3家，初步形成了

“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的科技孵化体系。
截至目前，园区累计落地企业212家，其中工业项目128家、上市

企业13家、中国500强企业6家，哈森药业等被认定为省高新技术特
色产业基地首批骨干企业。

关于下一步梁园工业发展方向，薛凤林高瞻远瞩，信心满满。他
说，立足于改，实施传统产业提升改造，以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绿色
化为主攻方向，实施“设备换芯、生产换线、机器换人”的智能化改造，加
快企业由速度向质量转变、由制造向创造转变、由产品向品牌转变。

梁园工业，必将改出新天地，新旧动能转换提速，在高成长的道
路上一路向前。

转型升级主导产业突破“双百亿”
本报记者 侯国胜

撤市设区后，位于道北青年
路的商电铝，一度是梁园区的工
业“门面”。如今，打开商电铝业
集团官网，页面上仅存的企业简
介，仍可见昔日辉煌——

商电铝业集团的前身为商丘
电厂，成立于1940年。1996年公
司制改造，组建商电铝业集团。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迅速壮大，公
司由一个传统的发电企业，成长
为以铝业为主，铝、电、热、化四位
一体，多种经营协调发展的企业
集团。

商电铝业集团实行母子公司
体制。通过资产重组和整合，现
拥有8家核心层企业，5家参股企
业，2家多经企业，1家合资企业。
职工4600余人，总资产30亿元。

其实，在梁园区产业集聚区
建设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都一
直在努力打造铝加工产业集群。
铝加工产业集群是“铝—电—热
—化”联营的生态工业链，集铝冶
炼、发电、供热、化工、建筑、运输、
机械制造、工业设备安装于一
体。最繁荣时期，商电铝业集团
拥有商电铝业、阳光铝材、天瑞水
泥等规模以上企业15家。

但是煤电铝带来的污染也是
致命的。“当时，商电铝的烟囱一
冒烟，商丘市区的天空全黑，厂区
附近一两公里污染更厉害，房屋
的墙外面都是一层油灰，路上一
层都是烟尘。”道北老住户李宝义
感慨地说，“以前，家里连窗户都
不敢开，关停后，开一天门，也没
一点灰。”

随着国家对环保要求的越来
越高，梁园区的决策者们清醒地
认识到，梁园工业要想实现健康

发展，必须痛下决心，硬起手腕淘
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通
过凤凰涅槃的方式，从零起步，获
得重生。

“十二五”开局，产业集聚区
建设为梁园工业“腾笼换鸟”、实
现新旧动能转换带来了千载难逢
的机遇！

“把区里的主导产业由原来
的铝材加工和农副产品深加工调
整为以医药及体育用品制造为主
的健康产业和以食品加工为主的
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可以说是大
破大立，决策是果断的，事实证明
是科学的，因为，新旧动能转换彻
底，才换来如今梁园工业的‘生龙
活虎’。”梁园区工经委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十二五”期间，梁园区产业
集聚区累计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
金 20 多亿元，建成了“11 纵 12
横”共 23条 96公里道路，铺设供
水、供电、供热、供气、排水、污水、
通信等各类管网211公里，有3路
公交车直通园区，实现了“九通一
平”。新建变电站2座、电力开闭
所1座、移动通信基站2座、5万吨
规模污水处理厂1座，亮化道路14
条 60公里，梁园区产业集聚区已
成为主城区的“西部新城”。

栽好了梧桐树，如何引来凤
凰栖？

梁园区的决策者们一致认
为，梁园承接医药产业转移有基
础，承接食品加工产业转移有原
料，发挥优势补齐短板，整合资源
拉长链条，才是壮大产业集聚区
的方向和目标。

方向明确，目标坚定，新的支
柱产业呼之欲出。

22 两个“百亿”

11 凤凰涅槃

33 创新为魂

梁园区安踏产业园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单保良 摄

气势恢宏的梁园区产业集聚区气势恢宏的梁园区产业集聚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单保良单保良 摄摄

工作人员在国药物流仓储内转运药品工作人员在国药物流仓储内转运药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崔坤崔坤 摄摄 ◀五得利面粉生

产加工车间
本报记者 单保良 摄

▲工人在舒华体育器械生产
车间作业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舒华体育器械焊接作业均由电焊机器人完成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