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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投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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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投洽会今日开幕 4 月 18 日至 20 日可入场观展

拟签约项目投资额 4399 亿元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陈沛
本报讯 今日上午，河南省人
民政府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河
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郑州
国际会展中心轩辕堂开幕。其
中，大会展览展示安排在郑州国
际会展中心，4 月 18 日至 20 日为
公众开放日，
市民可入场观展。
河南投洽会是河南省唯一的
国家级、国际性投资贸易促进活
动，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十一届，
是河南省扩大开放、加强经贸合
作的重要平台。
本届河南投洽会将举办 6 项
重点活动、9 项专题活动、5 场兄
弟省市区经贸对接活动和投资贸

易展览展示。如 2018 两岸智能
装备制造郑州论坛、2018 工商企
业跨境投资与贸易项目对接会、
2018 中卢（郑州—卢森堡）空中
丝绸之路经贸合作高峰会、2018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产业
项目推介会、联合国采购贸易对
接会、豫台绿色农业发展合作对
接会、国际旅游合作交流会等。
大会展览展示安排在郑州国
际会展中心，总展览面积 3.3 万平
方米，设综合展区、出口商品展
区、进口商品展区、服务贸易展区
等 4 个展区。4 月 18 日至 20 日为
公众开放日，市民可到郑州国际
会展中心入场观展。

邀请客商：1.96 万人
拟签约项目：
321 个
投资总额：4399 亿元
（132 个项目在会上集中签约，投资
总额 2993 亿元，同比增长 20.6%。
）
按照资金来源地划分
利用省外资金项目 116 个，投资总额 2689 亿元。
利用境外资金项目 16 个，
投资总额 304 亿元。
按照产业领域划分
先进制造业项目 82 个，
投资总额 1720 亿元。
高成长服务业项目 46 个，
投资总额 1207 亿元。
现代农业项目 4 个，
投资总额 66 亿元。
按照投资金额大小划分
10 亿元以上的内资项目 88 个，投资总额 2510
杨阳 合成 亿元。

嘉宾声音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

智能时代
河南应发掘优势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唐朝金 见习记者
黄鑫 实习生 贾永标
4 月 16 日，在由两岸企业家峰会提议举办
的 2018 两岸智能装备制造论坛上，演讲嘉宾格
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出场时已近中午，但仍然
让会场的摄像机、相机、录音笔都忙碌了起来。
虽然演讲的环节只有 10 分钟，但董明珠仍
然就智能制造分享了不少干货。

中国智造要用产品来感动世界
近几年来通过智能制造，格力电器已经由
一家以空调为主的电器企业转型为智能装备制
造商。
对于格力进军智能装备，董明珠表示，其初
衷是让更多人从繁重的劳动当中解放出来。
“两年前，我们提出‘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更因为我们掌握了核心科技，所以我们也走向
了世界。今天，既然我们想成为一个创造者，服
务于全球，所以格力电器已经从一个空调企业
进军智能装备制造。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做智能
产品的高手，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同心协力。只
要我们有一个梦想，中国一定能够让世界爱上
她。”
董明珠说。

应该把河南的优势挖掘出来
近年来，董明珠以及格力电器与河南交集
颇多。
2010 年 10 月，格力电器郑州产业园落子
郑州高新区，成为格力电器全球第七个生产基
地;
2017 年 8 月，董明珠持股的银隆新能源有
限公司与洛阳市签署合作协议，拟打造银隆新
能源(洛阳)产城融合产业园，总投资 150 亿;
2017 年 9 月，格力电器
“牵手”洛阳，计划投
资 150 亿在洛阳建立中国洛阳自主创新智能制
造产业基地。
对于在工业 4.0 时代，河南应该如何把握时
代机遇，董明珠表示：
“智能时代，我们应该把河
南的优势挖掘出来。”
“过去我们的投资多集中在华东、华中等沿
海区域，但我们看到，河南地处中原，区位优势、
交通优势明显，同时也是过去的老工业基地，工
业基础不错，通过今天的论坛，我们也看到了河
南还有很多能够支撑未来智能装备制造发展的
一些工业企业。所以我觉得在当下这个智能的
时代，
应该把河南的优势挖掘出来。”
董明珠说。

台湾友嘉实业集团总裁朱志洋

智能制造
人才培养是基础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唐朝金 实习生 贾永标
4 月 16 日，2018 年两岸智能装备制造郑州论坛圆满结束。在此次
论坛上，
台湾友嘉实业集团与河南机电职业学院达成校企合作。
作为一家 1993 年即在大陆开展业务的企业，台湾友嘉实业集团总
裁朱志洋表示：
“创新才是核心竞争力。”

数控机床企业联姻河南高校
未来，河南机电职业学院重点
建设友嘉高端数控实训中心、友嘉
技术服务中心、友嘉装备调试中
心、友嘉高端制造研发中心、友嘉
智能制造工作室、精密检测工作
室、刀具工作室、夹具工作室、产品
数字化设计工作室等。
朱志洋表示，从台湾最小的一

家数控机床公司发展到今天，这与
友嘉实业 1993 年进入大陆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
“ 我要感谢大陆给
了我这么大的市场商机，今年我们
在大陆总共创造了 61 亿人民币销
售额，也成为大陆最大的数控机床
销售商。”
朱志洋说。

智能制造离不开人才培养
在朱志洋看来，支撑友嘉实业
发展壮大的，除了广阔的市场，也
与友嘉实业注重人才培育有密不
可分的关系。
“人才培育是支撑我们的数控
机床在全球发展的重要基础，目前
我们在杭州有一家机电学院，现在
我们又与河南机电职业学院达成
合作，进一步推动人才培养
计划，从而为友嘉打造出更
坚实的基础。”
朱志洋说。
据朱志洋介绍，智能制
造是一种世界潮流，也是产
业升级的趋势。全球的智
能制造在去年已经达到 1
万 亿 美 元 ，其 中 大 陆 超 过
2300 亿美元，已经占全球
23%的市场份额。

“在发展智能制造方面，友嘉
集团要发力全球高端市场，而能够
支撑我们走向全球的除了技术之
外，就是人才，所以我们会选择在
人口和制造业大省通过校企合作
的方式成立友嘉学院，从而为企业
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朱
志洋说。

中原物流小镇
落地新郑

将打造亚洲最大分拨中心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陈沛
本报讯 4 月 16 日上午，由传化智
联与华商汇集团联合打造的传化华商
汇中原物流小镇项目与新郑市政府签
订项目投资协议。
中原物流小镇位于河南省新郑市
107 连接线与郑新快速路交叉口，由
传化集团和华商汇集团联手打造，总
占地面积约 2000 亩，总建筑面积 170
万㎡。项目依托河南省全力打造国际
内陆物流通道枢纽的战略契机，构建
一个以智能仓储、中原物流大数据整
合、城市配送为基础，延展商贸展示交
易、总部金融服务、供应链服务、电商
综合配套等功能于一体的新型货运枢
纽和服务贸易平台，打造国际一流的
物流小镇。
针对河南物流产业经营存在效率
低、操作场地不稳定、运营成本高、计
划性协同性低等特点，对接省际省内
的枢纽型物流基础设施缺失等痛点，
中原物流小镇特别打造了超级分拨中
心项目，将于今年 6 月开工建设，计划
明年年底前投入使用。
该分拨中心项目规划用地约 790
亩，建筑面积 60 万㎡，规划有集约共
享的集配分拨中心、货不落地的省际
省内互通平台、仓配一体化的共同仓
配中心、面向商品贸易的供应链金融
服务平台、中部地区的物流数据中心
等五大核心功能。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亚洲最大的超
级分拨中心和中部地区的公共物流核
心枢纽，充分应用智能技术和自动化
设备，提高货物的分拣效率，打造中国
“新物流”
行业的标杆。
今后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到郑州的
货物都可以在超级分拨中心集中落
货，并快速通过传化网延伸转运到中
原十八个地市和各乡镇，相反，河南的
各类货物也可以通过这里通达全国，
实现高效和无缝对接。
据推算，项目建成后将会带来巨大
的 社 会 效 益 ，可 降 低 区 域 物 流 成 本
20%，直接服务物流企业 2000 家，可
实现服务生产制造业 20000 家以上，
直接产生税收 3 亿元以上，直接带动
就 业 10000 人 ，间 接 拉 动 产 业 就 业
200000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