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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

在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
者采访的66篇两会财经访谈
中，超过40位受访者在采访中
表达了对高质量发展的看法和
愿景，包括企业家、学者和政府
官员等。“致力于实现高质量发
展”已经成为河南各界的共识。

省人大代表、郑州新大方
重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大方）董事长张志华在接受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专访
时就“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这
一热点话题表达了自己的看
法。

新大方的前身是郑州市钢
模板厂，人才、资金和技术均相
对匮乏。如今，新大方已成为
国内特种设施装备行业领军企
业，不仅打破了多项国外垄断，
也填补了国内空白，诠释了创
新对企业发展的意义。

“县域经济是整个国民经
济的基石，县域经济强区域经
济才会强，而产业发展则是县
域经济的关键支撑，产业强县
域经济才会强。”省人大代表、
柘城县县长路标向记者道出了
县域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内在逻辑。

路标所在的柘城县，已得
益于金刚石产业崛起而成为

“中国金刚石之乡”。他建议
省政府从土地保障、融资需
求、人才引进、科技创新等方
面，尽快出台更实际、更有力
的政策措施，支持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

黄河

2019年9月，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
大国家战略。在两会财经访谈
中，“黄河”这一关键词，也被很
多代表委员提及。

省人大代表、郑州市发改

委主任杨东方对此深有感触：
“幸福来得如此之快，是我们没
有想到的。”他建议，河南全省
上下加强协作、统筹推进，在国
家战略中更多融入河南省的发
展思路，争取把郑州建设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
心示范区写入国家规划纲要，
利用国家政策红利在郑州谋划
布局重大项目，并集中省市力
量高标准建设核心示范区起步
区。

省人大代表、清明上河园
董事长王爽也带来了关于规
划、建设黄河悬河文化国家公
园和打造国家级研学基地示范
点的建议。她建议，省委省政
府应加大对河南省旅游企业上
市的扶持力度，让更多本土的
民营资本参与到河南沿黄旅游
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当中去。

创新

在今年的河南省政府工作
报告中，“创新”被66次提及，
成为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最
多的关键词。而“创新”这个关
键词也是让两会代表和委员感
触最深的关键词之一。

河南省政协委员、鹤壁国
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朱
明甫表示，可以看到，全省正从
更加专业的角度引导创新，大
力营造创新氛围。

朱明甫表示，国立光电在
制定发展规划时，主动融入新
的政策形势要求，继续加大在
创新层面的支出。在这之前，
由国立光电研发的“垂天”系列
产品已经成功入选华为鲲鹏生
态，并谋求深度合作。

对于今年省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到的“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培育创新动能”“加快电子
级新材料基地建设”，河南光
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李志伟表示备受鼓舞，对电

子新材料产业的发展前景充
满信心。

去年10月份，光远新材签
署的 5G 用 CPU 封装材料项
目，已经开始研发准备工作，该
项目是河南省首批关键重大技
术需求国内外揭榜攻关项目，
填补了行业空白。

当下，河南经济正从高速
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高质
量发展离不开企业的转型升
级，因此，今年河南省两会，“转
型”这个话题也被多位代表委
员谈起。

在对于“转型”意义的描述
中，省人大代表，中原出版传媒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郭元军
举了新华书店的例子。近年
来，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新华书
店实施线上与线下、电商与物
流、图书与非图相融合，打通文
化下乡“最后一公里”和农特产
品进城“最先一公里”。2018
年，新华书店全年实现文化电
商销售 9.84 亿元，同比增长
118.2%。

对即将展开的“转型”，河
南省政协委员，河南大桥石化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贵林
表示，在业务转型方面，大桥石
化已将清洁能源转型作为未来
发展的重中之重。目前大桥石
化正在积极布局电动汽车充电
站，2019年已布设60余个，计
划3年内在全省布设200个。

民营企业

当前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
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
撑力量，民营企业在推动发展、
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
和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

省政协常委、建业集团董

事长胡葆森表示，动能转换过
程中的市场化探索和试错，主
要靠民营企业来进行。这也需
要宽松的营商环境，激活民营
企业的创造力。

省政协委员、凯雪冷链副
董事长杜荣花表示，民营企业
要想长久生存，必须有卧薪尝
胆的研发精神，持续储备项目，
等待厚积薄发的时刻。

凯雪冷链正是凭借走自主
研发之路、积极创新，才能多次
进行产品升级，践行民营企业的
高质量发展。“国家需要时，中国
的企业要顶上。努力实现进口
替代，是民营企业应有的社会责
任和使命。”杜荣花表示。

金融

在大河报·大河财立方的
所做的两会财经访谈中，18位
委员、代表在受访过程中提到
了“金融”。金融对河南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意义可见一斑。

河南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主
任孙新雷表示，金融业是现代
经济的核心，没有金融的支撑
和保障，就谈不上高质量发展，
也无法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
级和乡村振兴。

省人大代表、中原银行行
长王炯则勾勒了中原银行的
发展图景，向上，数字化转型
正引领中原银行向开放银行
的广阔苍穹生长；向下，则以

“县域支行抓源头、乡镇支行
抓落地、惠农服务点抓延伸”
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根植河
南乡野沃土。

孙新雷表示，相对于河南5
万亿GDP的经济体量，河南金
融机构还不够壮大，金融机构
层次不完善、产品不够丰富，还
需要进一步实施引金入豫和金
融豫军培育工程，加大专业人
才引进和培育力度，同时运用
数字技术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上市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主
体和基石，加快推动更多企业
上市是科学组织经济工作、实
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和关键举措。在对两会代表委
员的采访中,“上市”这一关键
词也很多次被提及。

新大方张志华表示，河南
的资本市场要发展壮大，有赖
于政府与企业的良性互动，产
生1+1>2的效应。他建议，政
府应为拟上市企业设立首席服
务官，提供全流程服务，开辟

“绿色通道”，加快解决企业上
市难题。

河南省人大代表，河南证
监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广幼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后，河南证
监局将持续配合省有关单位或
部门，构建、完善科创企业上市
培育及孵化机制，持续推动符
合科创板定位和发行上市条件

的企业赴科创板上市。
省人大代表、龙蟒佰利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刚
以自身企业发展为例，分享了
上市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意义：“2012年，龙蟒佰利通过
上市募集了大量资金，攻克了
钛白粉生产工艺的技术难题，
从而打破国外垄断，填补了行
业空白。”

人才

25 位代表和委员在接受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采访
过程中，都提到“人才”的重要
性，建议引进高端人才。

省人大代表、驻马店中集
华骏车辆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喜
洲对此深有体会，中集华骏作
为河南省首批建设“灯塔工厂”
的企业，也是河南智能制造的
典型代表，单纯靠引进智能制
造设备实现企业升级，经常会
导致新生产线和企业实际需求

“两张皮”，而要彻底解决这一
问题，就必须有足够的、有复合
能力的高端人才。

作为河南黄河科技集团信
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和执行董事，省人大代表郑文
青也提到了河南鲲鹏产业基地
项目在高端人才方面的遭遇，

“很多高层次人才，对鲲鹏服务
器很感兴趣，但因为工作地点
最终选择了放弃”。

郑文青建议，希望政府能
够在高端人才引进方面给予更
多支持，协调人才和区域经济
发展目标匹配度，激活河南产
业转型活力，营造高质量发展
氛围。

研发

在两会财经访谈中，“研
发”这一关键词也被反复提及
次，27位代表和委员在受访过
程中提到了“研发”对于企业发
展的重要意义。

去年的豫股表现中，安图
生物是两家股价触及百元大关
的豫股上市企业之一，而支撑
股价飙升的，是其业绩年均
30%左右的增长以及年研发费
率超10%的硬核实力。

省政协常委、安图生物董
事长苗拥军表示，下一步安图
生物还将继续加大在创新方面
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在技术创
新上，安图生物2020年要再上
一个新台阶，将采取“走出去”
的方式设立研发基地，力争每
年新增专利200项。

研发也适用于食品企业，
国内“辣条一哥”卫龙食品就通
过自主改造、研发生产线的方
式，实现了辣条生产的高科技
化和自动化。另外，卫龙食品
还专门设立了辣味休闲食品研
发机构，新口味的调味面制品
就在这里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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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河南省两会胜利闭幕，“高质量发展”“创新”“人才”等备受关注

代表委员关注12大经济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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