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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项目，各地均摆在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
置。河南多地政府相关负责人
均表示，项目建设是扩需求、稳
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抓
手，坚持每年不断扩大有效投
资，旨在持续拉动经济增长。

近日，在洛阳市2017年全
市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有
关负责人表示，面对依然严峻
的经济形势，今年洛阳市要持
续扩大有效投资，全力实施

“9643”合理有效投资行动计
划，全面推进9大体系的深化
落实，统筹推动60个重大专项
落地生根。

本报记者从河南省政府办
公厅前不久出台的《关于做好
2017年第一季度重点经济工
作的通知》获悉，河南省将重点
做好12项经济工作。其中，积
极扩大有效投资位居首位，将
启动实施“5818”扩大有效投
资行动，抓紧筛选确定8000个
左右重大项目，分解落实项目
责任，力争第一季度完成投资
3500亿元。

该通知要求，要加快推进
2017年省重点项目建设。层
层动员部署、传导工作压力,力
争A、B两类省重点项目第一
季度完成投资3000亿元以上，
计划新开工项目开工率达到
30%以上，完成全年联审联批
任务30%以上。

本报记者注意到，在去年
的经济发展中，重点项目起到
了重要支撑作用。来自河南省
重点项目办的消息显示，去年
A、B两类重点项目共完成投
资14621亿元，占年度目标的
105.9%；累计开工项目 1762
个，占年度目标的100.5%，为
全省稳增长、保态势提供了有
力支撑，比如，郑徐客专开通
运营，郑太、郑济铁路开工建
设，综保区三期、菜鸟智能骨
干网一期提前建成投用等。
今年，我省重点项目建设工
作，将进一步突出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创新驱动发展、基础
能力建设、新型城镇化等领
域，计划两类重点项目完成投
资1.5万亿元。

“近年来，我省大规模承
接产业转移，并且越来越关注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积极
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
转型。以2016中国（郑州）产
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为例，签
约项目553个，总投资2347亿
元，其中，生物医药、节能环
保、新能源装备、高端装备制
造等新兴产业签约项目104
个，总投资688.7亿元。”省工
信委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据统计，“十二五”期间，
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年均
超过18%的增速高速发展，规
模迅速扩大。智能手机，小
麦、玉米、肉牛等生物育种技
术，T700碳纤维、大尺寸硅抛
光片等新材料产业，新能源客
车等特色领域优势显著，云计
算、大数据、“互联网+”等新业
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当前经济转方式、调结构
也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战略
性新兴产业有望迎来快速发
展的最佳契机，成为引领经济
增长的重要引擎。但是，发展
新产业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关
注。如地方增长的高目标可
能引发的投资膨胀和新兴产
业低端化。一方面，过高的目
标容易造成投资冲动；另一方
面，部分省份急于扩大新兴产

业规模和份额，过多集中于相
关高端产业的原材料制造、组
装加工等低端环节，容易造成
新兴产业低端化。

又比如各地产业“抢位”
现象，进一步加大了产能过剩
风险。在过去几年的发展中，
风电行业产能过剩了，光伏行
业产能过剩了，LED行业尚未
起身就已倒下，都是前车之
鉴。

“新兴产业并不是人人都
能玩的道具。绝不是几个人
一凑、几个钱一投就能发展起
来的。我们必须要清晰看到，
新兴产业不只是产业‘新’，更
在于技术‘新’。如果新兴产
业在技术上没有优势，就称不
上是新兴产业。”知名财经评
论人余丰慧指出。

记者注意到，技术创新能
力提升也在此次《规划》中给
出了明确的发展路径。到
2020年，我省战略性新兴产
业领域重点企业研究开发投
入占销售收入比重达 5%以
上，新建省级以上研发平台
600个以上；建成一批在全国
有重要影响力的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示范基地；重大科技
成果集成、转化能力大幅提
高，重点领域创新能力跻身国
内前列。

重点项目集中进入开工季
今年我省计划A、B两类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5万亿元

□本报记者 万军伟

年后“开门红”各地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2 月 13 日上午，许昌市
2017年第一批重点项目举行集
中开工仪式，62个亿元以上重
点项目同时开工，总投资761.7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61 亿
元。此次同时开工的重点项
目，包括工业项目32个，总投
资 438.8 亿元；服务业项目 13
个，总投资178.7亿元；交通能
源项目9个，总投资44.5亿元；
社会事业项目3个，总投资13
亿元；农林水项目1个，总投资
10亿元；城建项目4个，总投资
76.7亿元。

据了解，2016 年，许昌市
170个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878 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
109.8%，在全省综合考评中排
名第3位；带动固定资产投资达
到 2263.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2%，增速居全省第一位。
2017年，许昌市提出大力实施

“18925”投资促进计划，谋划了
180个重点项目，计划完成年度
投资900亿元以上，带动全市固
定资产投资突破2500亿元。

不仅许昌，一个时期来，河

南省各地重点项目相继集中开
工。2月9日，永城市2017年首
批 36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奠
基，计划年度投资51.51亿元，
此次集中开工奠基的 36个项
目，包括落地在“两区”的工业商
业招商、城市基础设施、社会事
业、公共服务等七大类项目，计
划年度投资51.51亿元。

2月10日，焦作市2017年
第一批重点项目开工仪式举行，
总投资292.6亿元的126个项目
集中开工。2016年，面对经济
下行压力，焦作把扩大有效投资
作为稳增长的主支撑，全市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2198亿元，增长
16.9%，居全省第二位，为经济
稳定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2 月 12 日，清丰县举行
2017 年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
式。近年来，清丰县围绕打造

“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家居之都”
的目标，抢抓京津冀家居产业转
移、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和农村综
合改革等重要机遇，强力推进

“六区并进”，一大批项目落地。
此次集中开工的63个项目，总

投资100.7亿元，涉及工业、农
业、城建、社会事业、交通能源、
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呈现出档次
较高、体量较大、业态较优、带动
能力较强等特点。

春节前夕，不少地方大项目
开工已经拉开序幕。比如1月
21日，驻马店2017年全市第一
批亿元以上重点项目集中开
工。这批项目共40个，总投资
133.7亿元。集中开工的项目均
为亿元以上重点项目，2017年
度计划投资64.4亿元，主要包
括工业、服务业、农业、重点扶贫
等领域。

近日，郑州市政府公布了
《关于分解下达2017年省市重
点项目投资和开工任务的通
知》。2017年拟开工省市重点
建设项目183个，总投资目标为
4300亿元。据了解，拟开工建
设的重点项目涵盖高新技术、服
务业、健康、农业、交通、电力、地
产等多个领域，涉及郑州各县
（市、区）。与此同时，市政府向
各部门分解下达联审联批任务，
促进项目开工建设。

一季度将完成投资3500亿元
扩大投资成稳增长有效手段

战略新兴产业步入快车道
□本报记者 傅豪 文图

核心提示 |
到2020年，全省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
工业比重达15%左右，成为
拉动全省经济的新动能。近
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
“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规划》，明确了以新一代信
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先进
材料、新能源、数字创意等领
域为重点，推动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壮大。

瞄准六大重点领域 实施六大工程

2月13日，郑州航空港实
验区启动开建一批新兴产业
重点项目。据介绍，这批重点
项目包括领胜精密电子生产
项目、众航工业机器人生产项
目、天宇智能终端生产项目、
中鑫云谷智能手机生产基地、
中迈新能源生产项目、航田创
新创业总部基地、坤和鑫宇创
新创业基地、新希望总部设计
大厦、发展燃气总部调度中心
等，总投资约110亿元，涉及
智能终端、新能源、机器人等
先进制造业及创新创业、设计
等现代服务业领域。

此次，郑州航空港区集中
开建的项目正是近日河南发
布的《河南省“十三五”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提出重点瞄准的6
大领域，即大力发展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推动生物产业加
快发展，促进高端装备产业突
破发展，加快发展先进材料产
业，加快壮大新能源、新能源
汽车和节能环保产业，培育发
展数字创意产业。

“十三五”时期是世界产
业技术和分工格局的深刻调整
期，是我国推动经济提质增效
升级的关键期。对我省而言，
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我省培育新
动能、发展新经济、抢占未来发
展制高点具有重要意义。

《规划》提出，到“十三五”
末，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
取得实质性突破，培育一批具
有核心竞争力、带动作用强的

骨干企业，形成一批具有区域
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具体而言，《规划》为我
省新兴产业发展提出了一些
小目标。”省工业和信息化委
员会相关人士为记者解读道，

“‘十三五’末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5个百分点左右，力
争到2020年全省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
比重达15%左右；力争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成为万亿级产
业，生物医药、节能环保、先进
材料等3个产业规模分别达到
4000 亿元，高端装备、新能
源、新能源汽车、数字创意等4
个产业规模均超过 1000 亿
元；到2020年，培育形成200
家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超10
亿元、20家以上超百亿元的大
型企业集团，带动形成一批产
业链较为完善、特色鲜明、市场
竞争力较强的特色产业集群”。

为达到目标，《规划》提出
实施产业集聚发展工程、创新
能力提升工程、重大技术创新
专项工程、新技术新业态示范
工程、创新型企业培育工程、
高端人才引进培养工程六项
重点工程。此外，还将建立推
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部门
联动工作机制；强化投融资支
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
用，设立总规模1000亿元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引
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向创新创
业。

注重创新力
警惕新兴产业低端化竞争

我省某企业生产的特种消防机器人投
入量产，并获市场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