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落在新野工业园的华宏

食品有限公司，是设立华广农

牧有限公司之后，于2013年投
资建设而成，总投资 1亿元，
是台湾上市企业久威国际投资

兴建的现代化大型食品加工企

业。公司以安全食品进万家的

理念，生产的猪肉松、猪肉

干、香肠、贡丸、牛肉干、罐

头及休闲食品，获得市场的高

度认可。

公司占地50亩，建筑面积
1.2万平方米，规划建设有标准
化肉食品加工车间，冷库及主

要配套设施，厂区的环保、卫

生、检疫等条件均超过国家规

定标准。产品生产的每一步都

严格按照国际及国家标准执

行，并通过国家 QS认证。公
司通过创新工艺，引进世界先

进 的 专 业 设 备 ， 全 面 导 入

ISO9001与 HACCP，将规程管
理要素分解到产业链各个环

节。同时，多道质检程序层层

把关，铸就健康品质，以关联

企业南阳华广农牧有限公司作

为强大后盾，用严格有效的质

量管理体系确保采用优质精选

后腿上等精肉作为原料，在源

头上保证了食品的安全卫生。

车间食品操作者全部按食品卫

生法的要求进行了健康检查，

工人进入车间必须经过紫外线

杀菌、更衣、沐浴、手洗消

毒、风淋、脚踏消毒等严格的

卫生消毒措施，确保生产过程

中食品安全卫生。从而完成了

在原料源头、生产环节、成品

保存等各个领域确保食品安

全，保证两岸人民吃上同样的

放心食品。

市场的高度认可为企业赢

得良好口碑，品牌的形成也

促使企业高速发展。 目前，

华宏公司产品畅销深圳、江

苏、成都、台湾等地区以及

东南亚部分国家，年销售额

达1.6亿元。

华宏公司

安全食品进万家
东裕精密金属有限公司是

一家台资企业，位于桐柏县淮北

工业城，近年来，该公司转变观

念，提升理念，引进人才、资金、

技术、项目，大力推进自主创新，

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使公司得

到快速发展。东裕公司总经理

叶养浩说，这一切得益于地方政

府的支持。

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
机，台湾松鼎公司业务量直线下

滑。为减少危机带来的影响，公

司把目光投向开拓内地市场，他

们选择了南阳桐柏。建厂之初，

东裕公司就把自身定位于集设

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综合公司，

主要生产手动阀门、气动阀

门、电动阀门等各类精密阀门

以及可耗材不锈钢，用成熟的生

产工艺、完善的检测手段、良好

的售后服务接受市场的检验。

按照现代企业的管理办法，东裕

公司内设“六个部四个生产车

间”进行日常生产管理工作，明

确分工，各司其职，有力保证了

公司正常有序运转和产品合格

率。此外，还从国外引进先进数

控机床、数控加工中心机床以及

全套的阀门检测设备，来保证产

品的卓越性能和强大竞争力。

经过努力，东裕公司不仅顺利度

过了那一年的金融危机，而且在

随后的几年里，产品远销台湾地

区以及日本、美国、欧洲等国家，

年销售额达1亿元。研发部门每
年都有新产品开发成功，大大提

升了市场竞争力。

在这个过程中，当地政府给

予了大力支持，在建厂手续、企

业用工、物流管理等各个环节全

程服务。因此，东裕公司为了回

报当地政府，与黄岗镇大石桥村

结成帮扶对子，帮助贫困农户就

业、脱贫；帮忙解决部分残疾困

难人员就业问题。如今，东裕公

司二期工程建设正如火如荼，企

业的二次腾飞一定还在南阳这

片沃土上。

东裕公司

企业腾飞在南阳
台湾华扬龙生科技产业园建

设项目被列入河南省重点项目，坐

落在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华扬”源

于南召公司，“龙生”来自台湾公

司，这家宛台联手创办的南召宝天

曼药业有限公司，以“科技”为先

导，走绿色生产、生态发酵之路为

宗旨，把生物科技注入大健康，成

为健康产业靓丽的风景。

南召辛夷以其药性道地、品

质优良、质量上乘，顺利通过国

家原产地保护认证。辛夷GAP
示范基地落户南召县皇后乡天

桥村，为全县辛夷种植提供规范

标准和操作规程。

2009年11月底至12月初，
南召宝天曼药业有限公司成功

将“南召辛夷研发中心”落户台

湾，让辛夷精油的研发步入快车

道。由此，宛台合作研发辛夷治

疗哮喘新药属纯植物中药制品，

取代了类固醇和氨茶碱等治疗

哮喘的常用激素药。生产的辛

夷精油、片剂、胶囊、口服液等系

列产品，享誉海内外。

如果说用辛夷研发新药只

为“小众”，那么酿造精品酵素则

为“大众”。李恒曾誓言，让精品

酵素走进千家万户，抑制慢性

病，造福老百姓。

2013年 10月，台湾华扬龙
生科技产业园成立，研制生产的

恒利康酵素，开始进入国内高端

市场，满足国人对养生酵素的迫

切需求。

目前，台湾华扬龙生科技产

业园建设项目总投资额达10.9
亿元，建筑面积超11万平方米，
分期建成辛夷制药区、益生菌生

产区、植物酵素生产区、新材料

生产区和研发中心（中国益生菌

研发中心、中国植物酵素研发中

心）等五大功能区。公司立足

于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信息

化；追求高效率、优质服务；运用

互联网、电子商务，通过跨越式

的发展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开创

生物科技工程美好的未来。

华扬龙生

生物科技注入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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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一个生产塑料袋的企业有什

么大前途？然而，有一家企业，就用这样一

个小产品，在大市场中硬是闯出一个新天

地。这就是南阳畅鸿塑胶制造有限公司。

南阳畅鸿塑胶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

生产PVC塑料包装袋的企业，是入驻唐河县
工业园区的台资企业。该公司不以物小而不

为，反而从小处看到大商机。塑料包装袋是

很多物品的必需配饰，只要质量过硬，一定

有大作为。

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该公司投资1.2
亿元，占地100亩，建筑面积3.2平方米，主
要生产床上用品包装袋、西服套、T恤/衬衫
袋、购物袋、化妆品包装袋和鞋挂袋等塑料

制品。为了保证质量，公司装备了先进的电

车、高周波机、高频机、丝印板台以及各类

配套机械设备，建立健全了质量保证体系，

使产品技术的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标准，满

足各类企业的包装袋需求。产品远销美国、

西欧、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直供沃尔玛各

大超市。

该公司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创汇企业，

由于质量过硬，成为很多企业最得力的合作

伙伴之一，同时也为企业赢得了市场和良好

的信誉。

目前拥有员工950人，年生产塑料制品
1200万件，2015年实现出口销售收入650万
元，实现税收180万元。

天涯咫尺亲缘浓 携手谱就新华章

南阳对台经贸工作生机勃勃
近年来，随着两岸经济、文化交

流的不断深入，我市对台经济工作坚

持“积极主动，优势互补，互惠互利，

共同发展”的工作原则，采取走出去、

请进来、以商招商等方法，努力拓宽

对台经济合作领域，使越来越多的台

湾客商跨过海峡，来宛投资兴业，南

阳成为众多台商投资兴业的一方宝

地，对台经贸工作呈现勃勃生机。

目前，我市共批准建立台资企业

160多家，现正常经营的台资企业43
家，利用台资折合人民币 50多亿
元。投资领域涉及机械电子、石油化

工、建筑建材、纺织服装、农业加工、

电子信息、玉器加工、日用百货等，大

量的台资企业进驻南阳，促进了我市

的经济建设，也为我市的经济建设作

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些成绩的获得，源于市委市政

府对对台经贸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同

时，也源于各级部门对对台经贸工作

所作出的努力。

利用节会平台，加大对台招商引

资力度。我市积极组织和参与各类

招商引资活动，利用节会平台，介绍

南阳的经济建设成就、投资环境、招

商项目和优惠政策，吸引台胞台商来

宛投资兴业。近年来，利用节会、投

资贸易洽谈会等形式，接待台商千余

名，接待台商考察投资团组143个，
签订意向项目124个。通过联系和
项目对接，促成了一批项目签约并落

户南阳。其中台湾棋彦科技与高新

区合作的年产25万吨可降解塑料胶
粒项目成功签约，总投资4.8亿元。

实施“走出去，请进来”战略，促

进项目对接。我市不断加强宛台经

济文化交流，以联络南阳在台乡亲感

情为主线，共组团150多次赴台交流
考察活动。通过交流活动促进了南

阳台胞与家乡的感情，联络了台湾政

商界知名人士，宣传推介了南阳，结

识了台湾企业界的朋友，发布了南阳

的经贸项目，对接了一部分企业项

目，取得了丰硕成果。如促成了台湾

香椿生技公司、台湾永佳公司与新野

达成了农业合作及食品、蔬菜深加工

等方面的合作意向。促成了台商林

拯宏与内乡银河彩印公司共同投资

的生产项目运动健身器材生产项目。

加强投资园区建设，打造台资聚

集平台。我市先后成立并报批了省

级台商投资园区1家(位于唐河县的
台湾产业园)，市级台资园区2家，先
后有“康师傅”、“丹尼斯”等知名台资

企业入驻。唐河县高起点规划设计、

高水准建设管理，采取政府投资和多

元化融资相结合，精心打造让台资企

业集中布局、产业集聚发展的精品

“园中园”，吸引13家台资企业入驻
县工业园区，投资总额达 60亿多
元。于2010年9月13日正式成立的
南阳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为南阳与台

湾文化大交融，经贸大合作，人员大

往来搭建了桥梁，构筑了平台，也为

台胞进一步了解南阳、投资南阳、建

设南阳开辟了新渠道。

优化发展环境，提高服务水平。

各级政府对我市的重点台资企业进

行全程式跟踪服务，经常深入台商园

区台资企业中，走访台商和台资企业

负责人，召开座谈会，了解他们在生

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及时帮助其协

调解决。着力解决台资企业在土地、

厂房、用工、资金等方面的困难，简化

审批、申报程序，高效廉洁的服务赢

得了台胞台商台属的信任，稳定了台

商台企投资南阳的信心。

天涯咫尺亲缘浓，携手谱就新

华章。各级部门对对台经贸工作的

不懈努力，发展了驻宛台资企业，吸

引了更多台商进入，实现了宛台两地

互利共赢，为南阳经济发展升级注入

强劲动力。

畅鸿公司

小产品PK大市场
唐河兴泰种猪有限公司是台湾的王将畜

牧养猪专业企业在唐河建立的种猪企业。公

司尊崇踏实、拼搏、责任的企业精神，并以

诚信、共赢、开创经营，致力生产“特色、

健康、质优和客户满意”的兴泰产品，在市

场赢得良好口碑。

该公司位于唐河县的城郊乡果园村，以

全新的管理模式，完善的技术，周到的服务，

卓越的品质为生存根本，推行健康养殖，致力

打造全国种猪育种基地。公司聚集种猪生

产、科研及管理等多方面的专业人才，坚持走

“专业、特色、创新的市场品牌”之路，以“技术

领先、品牌发展、伙伴成长”的经营理念，打造

质优健康的兴泰产品。

为了实现质优与健康的市场承诺，公司

引进国际最先进的工艺设备，实行全程微电

脑控制操作，主要工艺设备有德国变频通风

系统、台湾全自动温控系统、台湾自动刮粪积

粪系统和台湾全自动供料系统，三段式污水

处理达到国家二级排放标准，自然水和生产

用水完全分离，减少污水处理量。发展无公

害果蔬种植基地200亩，形成立体化、现代化、
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该项目建成投产后，形

成年存栏3000头、出栏3万头种猪的生产规
模，预计年产值可达6000余万元，利润600余
万元，将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技术最先进、管理

最规范、品种最优良的现代化种猪选种、育

种、供种基地。

目前，该公司除了在台湾有基地，在广

东省、福建省、浙江省、江苏省等都分别投

资建设有7个大型养殖基地，种猪分布已遍
及全国。

兴泰公司

质优健康好口碑

银通无人机，解放劳动力。可见银通的

魅力。

南阳银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台资

企业，位于唐河县产业集聚区，是珠海银通无

人机公司于2014年全额投资的一家集生产、
培训、销售、租赁、维修、植保服务为一体的专

业无人机公司。公司的发展目标：立足唐河

县作为产业基地，辐射并提高周边各地区农

林植保的高效发展，通过不断的技术革新，打

造出农林植保的智能化平台，为新农村建设

培养出更多实用新型人才，利用科技兴农，服

务千家万亩，实现绿色植保新时代无人机！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地方政府的支持

下，公司坚持产品与农业发展相结合，服务与

培训相结合。一方面自主创新，自主研发产

品，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无人机符合农业

生产的各种需要。一方面，建立无人机培训

基地，建立好以唐河为中原中心的生产、维

修与售后服务基地，更好地服务于中原地区；

为当地的农业生产提供产品的销售，同时也

配套提供产品的培训、租赁和售后服务，为广

大用户能够更好地使用银通无人机提供了强

有力的保障。目前，银通无人机的品牌已经

在市场打响，他们将用自己的努力实现“乡乡

都有无人机、村村都用无人机”的农业机械化

局面，打造绿色植保新天地。

银通公司

打造绿色植保新天地
合室家（河南）建材有限公司由台湾大中

集团投资兴建，是第一家入驻唐河县产业集

聚区的台商独资企业。该公司瞄准室内家居

装饰市场，坚持自主创新，着力打造绿色环保

品牌，产品深受市场青睐。

大中集团是一家从事生产和销售室内家

居装饰材料的国际性大型台商独资企业集

团，也是自主拥有合室家品牌的国内领航型

企业，主要生产以塑代木、高分子材料制成的

绿色环保型装饰线材、板材、实木门等。合室

家(河南)建材有限公司是PVC装饰线材、高分
子地脚线、生态地脚线、PVC装饰板材、高分
子室内门、免漆门、烤漆门、实木复合门、百叶

窗等产品专业生产加工的台商独资经营企

业。公司拥有国内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

备，管理科学严谨，环境、质量管理体系健全、

可靠。同时，还拥有来自德国顶尖的现代生

产设备和一大批高技术专业化人才，延续了

大中集团先进的管理体制及成熟的生产工

艺，成为家居免漆装饰建材（属于塑料装饰建

材）行业的领军企业。公司独立研制的高分

子免漆装饰材料以及PVC线材（地脚线、顶
线、壁板、腰线、角线、收边线、门套线等）、

PVC板材、PVC仿木门及配件等系列产品，引
领了装饰材料行业的发展潮流。其销售区域

辐射全国，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

区。

目前，公司总投资1.7亿元，占地105亩，
一期项目年实现产值8000万元，利税700万
元。二期一生产百叶窗、壁板为主，铜版纸

6000万元，现已经全面动工建设，项目建成
后，每年将新增产值 9000万元，新增利税
1000万元，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合室家公司

自主创新绿色品牌

南阳钜全金属工业有限公司系台商独资企业，专业生产铝合金活塞，拥有先进的工艺设备和现代化管

理体系，产品畅销欧美、非洲、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图为设备先进的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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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建 任晓雯 李贺

风景怡人的工业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