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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卫辉市的百威（河南）
啤酒有限公司同样如此。据该
公司负责人介绍，百威（河南）
啤酒有限公司2012年 7月正
式投产，主要生产百威、哈尔滨
等系列啤酒，2019年产值7亿
元。

百威的布局带来了大批配
套企业入驻。在百威厂区不远
处，A股上市公司合兴包装、宝
钢包装分别在此成立新乡合兴
环保有限公司、河南宝钢制罐
有限公司，为百威提供纸箱包
装及金属罐体。据两家企业相
关负责人介绍，百威分别占到
其销售规模的60%和40%左
右。

目前，卫辉市已形成百威
英博啤酒、宝钢集团制罐、厦门
合兴包装等为支撑的产业集
群，拥有易拉罐、包装箱、包装
膜、饮料灌装线等较为完整的
产业链，“雁阵效应”凸显。食
品饮料及包装产业成为卫辉市
主导产业之一。

据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副厅长杨新生介绍，前6届活
动中，纳入河南省产业转移管

理平台的产业转移合作项目累
计有2366个，签订技术转移合
作协议650份、区域或行业战
略合作协议24份，签约投资总
额13920亿元，实际利用省外
资金6432亿元。截至上半年，
1622 个承接项目建成投产，
753个承接项目投资建设，项
目履约率79.8%，资金到位率
46.2%，建成达产率 54.5%。
承接产业转移已经成为河南工
业增长的主引擎、结构调整的
加速器、转型发展的主抓手。

郑州市作为该活动的举办
地，积极借力该平台承接先进
制造业产业转移，为工业经济
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产业转移为河南经济注入
新动能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
长、河南省政府参事、河南省社
科院原院长张占仓表示，上世
纪90年代，因承接了世界上的
大批制造业项目，中国因此被
冠以“世界工厂”的称号。从产
业转移的历史变迁来看，无论

是项目输出方还是承接方，都
是双赢的结果。

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史占勇透露，在此前的6届产
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中，郑州
市集中签约近 300个重大项
目，签约额突破3000亿元，海
尔、上汽、海康威视、新华三、中
车等一大批投资强度大、引领
作用强的重点项目落地实施，
有力推动了郑州市产业结构调
整和转型升级。

但中部地区这么多省份，
企业为什么选择落户河南？

位于焦作的河南奋安铝业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将产业从福建转移至河南，
主要看中河南的区位优势，有
利于拓展北方市场。

河南地处中国中部，承东
启西、连接南北，京广、陇海两
大铁路干线穿省而过。据该负
责人介绍，1吨的产品在河南
发货至销售市场，运费比福建
基地发货少1000元左右。

与奋安铝业不同，从深圳
转移来的鹤壁航盛电子有限公
司更看重河南的人力资源优

势。
鹤壁航盛主要从事车载影

音系统、智能导航等产品的生
产制造，主要客户有大众、日
产、现代等车企。

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相比深圳，河南具有人力成本
优势，且人力资源丰富，“招聘
50人，报名人数至少能超过
200人，企业可以择优录取”。

“软实力”建设始终是河南
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基础。除
了人力资源外，营商环境同样
为企业所看重。

中维化纤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鹤壁市委、市政府，淇县
县委、县政府分别为公司配备
企业服务管家、项目服务管家，
帮助企业与行业巨头平煤神马
集团深度合作，同时助力企业
获批国家开发银行1.5亿元10
年期项目贷款、获得河南省农
开基金投资等。“企业获得急需
的政策支持、资金支持，体现了
政府解民营企业之所急之所困
的担当意识。”这位负责人说。

此外，河南交通便利，基础
设施良好，配套设施完善，生产

要素供应充足，粮食总产量连
续5年稳定在千亿斤以上，还
有1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
这些能够满足产业转移中降低
成本、开拓市场、规模聚集的需
要。

张占仓表示，就河南而言，
有些是东部地区及国外项目转
移到河南，有些是河南的项目
转移到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
家。这不仅是企业自身发展需
要，更是协调发达地区与不发
达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从而形成新的产业格局。

张占仓认为，河南还要在
营商环境方面下更多的功夫，

“我们与上海、深圳相比，服务
意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运用
现代化手段的意识、贴心服务
等都需要进一步加强”。

“此外，河南还要进一步改
善金融环境，壮大金融豫军，吸
引青年人才、高端人才等，只有
软硬营商环境都做到位了，才
有可能服务好产业转移项目，
才会真正助力河南经济高质量
发展。”张占仓说。

产业转移重塑河南经济生态

“看见5G 出彩中原”系列报道之七

5G救护车

由传统产业迁移转为前沿产业对接

用5G技术 拓宽生命通道

“现在大屏显示的是5G
救护车的车内场景和患者心
电监控的实时数据，外场医生
可对车内救护进行实时远程
指导，为抢救患者争取宝贵时
间。”在开封市“5G+智慧医疗
（院前急救）”发布会上，开封
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开
封移动与市卫健委和市120
急救中心共同打造的这一5G
应用项目，旨在建立全方位立
体急救网络体系，为患者拓宽

“生命通道”。据悉，今年10
月底，救护车安装5G设备将
在开封完成全市推广。

在发布会现场展示的5G
救护车上，记者注意到除传统
急救设备外，救护车还搭载了
5G 网 络 连 接 设 备 ，包 含

5GCPE、摄像头和心电图、心
电监控等，可视频直连目标医
院，并完成患者心电图、心电
监控等数据信息的同步传输
和显示。

开封市急救中心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有了5G网络
对救护车的加持，可有效压缩
院前急救延迟时间，让车上

“院前”急救人员与医院“院
内”的医疗团队实现“零时差”
融合，使得急救干预工作进一
步前置。

农业用5G 居家能种地

“面朝黄土背朝天，寒暑
艰辛是种田。”河南瑞通灌排
设备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红
卫介绍说，目前与开封移动共
同打造的5G+灌溉应用项目，
让种田人可以依托5G网络实
现居家种田，通过手机终端就
能够精准控制田间地头的电
磁阀开关，实现对作物的一键
灌溉，且更为高效、节水。

智慧农业不仅体现在农
田灌溉，更是集互联网、移动
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
为一体的综合项目。据王红
卫介绍，目前通过部署在农田
的各类传感器件，可有效监控

土壤墒情，实现对浇水、施肥、
打药等传统农业操作的智能
化控制，以精细化、智能化、集
约化、科学化促进农业生产提
质增效。开封移动相关项目
负责人表示，5G时代下，农业
物联网将越来越成熟，形成完
整的生产监控网络，促使传统
农业向现代智慧农业转变。

5G助力生产 从“人工”
走向“人工智能”

“原先的轮胎检验需要4
名工人，每人耗时2分钟，而
如今有了5G网络的助力，只
需要安装4个摄像头即可，完
成整套监测仅需5秒。”奇瑞
汽车河南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王冉超介绍道，引入移动
5G后，奇瑞汽车以高速信息
通信网络为依托，以机器质检
代替了人工质检，为智能制造
提供了有力保障，在节约成
本、提升效率的同时，实现了
从“人工”向“人工智能”的华
丽转身。

此外，记者注意到，厂区
内的物流配送也是无轨操
作。王冉超告诉记者，未来厂
区 5GAGV小车会将不同生
产流程所需的物料按指令准

确送达预定位置，运送过程
中，AGV小车可自动跨越不
同的生产区域自如穿行。

对此，开封移动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借助5G网络，将相
关计算资源云化，并根据
AGV小车上传的图像和传感
器信息，通过5G工业边缘云
统一处理协调调度。

据悉，今年7月份，奇瑞汽
车厂区已经实现了5G网络全
覆盖。河南移动开封公司携
手奇瑞汽车共同打造的“5G+
智慧车间”及5G特色应用，为
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
形成先进制造业智能化发展
的新业态、新模式提供了有力
支撑。

保障城镇居民医疗救治
水平，助力智慧农业发展，推
进工业智能化转型，让移动
5G 辉映古城、造福开封百
姓。开封移动总经理刘昌晔
表示，下一步，开封移动将持
续加大5G投资力度，进一步
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
围绕工业企业核心需求打造
典型场景，全面赋能开封市
传统工业转型升级，为构建
开封工业制造大脑，培育开
封工业互联网生态体系贡献
移动力量。

开封：移动5G渐入佳境，智慧应用争艳古城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王楠 文 朱哲 摄影

日前，开封市政府召开了
“5G+智慧医疗（院前急救）”
发布会，宣告了开封医疗战线
已具备了为广大患者提供救
护车“上车即入院”服务的能
力，这也意味着，古都开封在
移动5G的实际应用方面又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随着国家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
施，开封结合自身资源、区位
和政策优势，深入开掘古都向
上生长的中原力量。近年来，
开封“新基建”发展如火如荼，
河南移动开封公司作为当地
5G建设的中坚力量，也以实
际行动聚焦黄河安澜和高质
量发展，同时不断丰富5G应
用，持续推动5G在千行百业
中的融合创新，助力开封数字
经济提质增效。

截至目前，开封移动已建
设5G基站910余座，完成了
开封市主城区和一般城区的
5G网络连续覆盖；今年7月，
祥符区及兰考、尉氏、通许、杞
县等一区四县的独立组网
（SA）5G基站的相继开通，
成为继市区5G网络实现连
续覆盖后，开封5G发展进程
中的又一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