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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业经济 30
强县域榜单出炉，巩义、
长葛、禹州等领衔

10月 15日，2020中国
（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
动在郑州举行。在当天下午
举行的县域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论坛上，河南省工信厅联
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共同
发布《河南省县域工业发展
报告》，河南省县域工业30
强县（市）名单正式出炉。

据了解，此次河南县域
工业30强县（市）是由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按照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
发展理念，以及河南省区域
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做出的综合评定。

在具体排名方面，素有
“中原第一县”之称的巩义市
又一次毫无悬念地成为河南
县域工业30强县（市）冠军。

资料显示，2019年，巩
义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01亿
元，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财政总收入100.5亿元，
创历史之最，一般公共预算
收 入 48.2 亿 元 ，税 占 比
70.3%。城镇化率 60%，平
均每年增长2个百分点。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577元，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25076元。

在巩义之后，长葛市、禹
州市、新密市和新郑市位列
河南县域工业30强县（市）
第二到第五位。

从30强县（市）的分布
来看，2020年河南省县域工
业30强县（市）分布于13个
地级市，其中郑州、焦作、洛
阳、许昌均属于中原城市群
核心城市，工业基础相对较
好，入围县（市）最多，分别达
6、5、5、3个。入围县（市）工
业竞争力平均水平从高到低
依次为许昌、郑州、焦作和洛
阳。此外，开封、三门峡各2
个，安阳、鹤壁、漯河、平顶
山、商丘、新乡、周口各1个。

撑起县域工业半壁
江山，工业强县多重视
科技和创新投入

根据《河南省县域工业
发展报告》，此次发布的河南
省县域工业30强县（市），代
表了河南省县域工业在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方
面最先进的水平，其创新活
动、产业转型、企业培育、对
外开放、绿色发展等对多数
县（市）具有较好的借鉴意
义。

例如，在工业经济规模

方面，30强县（市）撑起了县
域工业半壁江山，可谓河南
全省工业经济稳定器。

数据显示，2020年河南
省制造业30强县（市）贡献
了全省县域约45%的GDP
和50%的工业增加值，撑起
了县域工业经济半壁江山；
与此同时，由于河南省县域
经济比重较大，30强县（市）
也贡献了全省约 30%的
GDP和40%的工业增加值，
是全省工业经济运行的中
坚力量。工业经济总体平
稳运行。2019年，30强县
（市）县均工业增加值达到
226亿元，巩义市、长葛市、
禹州市超过400亿元。27
个县（市）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
平（5.7%）、24 个超过全省
（7.8%）。其中栾川县、新安
县、孟津县、伊川县、偃师市
等保持两位数增长，工业强
县（市）平稳较快运行有力
地支撑了全省工业经济健
康发展。

在科技投入方面，30强
县（市）走在全河南 105县
（市）之前。

据了解，2019年，禹州
市、孟州市长葛市、巩义市
R&D经费支出均超过10亿
元，成为河南省科技投入大
县。科技投入强度有所提
高。2019年，11个县（市）
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
超过全省平均水平（1.4%），
其中孟州市达到3.6%，超过
全国平均水平（2.19%）。

在创新投入方面，随着
创新环境改善和创新机制
优化，创新投入向创新产出
进程加快，专利、技术交易
等迅速发展。截至2019年
底，河南省内的长垣市、新
郑市、巩义市、孟州市、新密
市、中牟县等县（市）万人发
明专利拥有量均在 4件以
上，超过全省平均水平（3.88
件），其中长垣市超过10件，
接近全国平均水平（13.3
件）。

此外，河南省县域工业
30强县（市）在制造业方面，
也在全省起到了创新引领
作用。

报告显示，30强县（市）
当中的多个县（市）瞄准电
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新
材料、新能源等，加快新兴
产业培育和主导产业替
代。新郑市电子信息和高
端装备制造业集群已初步
形成。中牟县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
加值比重超过三分之一。
禹州市新能源、新材料、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四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2019 年增速超过
20%，高技术产业迅猛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河南省县域工业30
强县（市）也是河南省内民营市场主体活
跃的主要区域。

报告显示，巩义市、长葛市、禹州市、
荥阳市、新密市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均
超过400户。2019年，巩义市、新郑市分
别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46家和33家，
有力地补充了工业经济新动能。

在利用资本市场方面，截至2020年
9月，在沪深上市的制造业企业中，巩义
市3个，偃师市、长葛市各2个，博爱县、
林州市鹿邑县、孟州市、新安县、永城市、
新郑市等各1个。2019年，长葛新增新
三板、股交所挂牌企业154家，总数达到
232家。

此外，一批规模大、效益好、市场竞
争力强、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大企业迅
速崛起。2019年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
500强中，河南共有18家企业入围，其中
森源集团、天瑞集团、河南金汇、辅仁药
业、明泰铝业等为30强县（市）领军型民
营制造企业，主要集中在机械、钢铁、有
色、医药等领域。

县域经济规模超3万亿，贡献
河南全省2/3经济总量

河南作为人口大省，绝大部分人口在

县域；河南也是经济大省，县
域经济占全省区域生产总值
的比重接近2/3，可以说，县
域发展是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基础和主要增长
点。

根据《河南省县域工业
发展报告》披露的数据，截
至2020年6月，河南全省共
有158个县级行政单位，包
括22个县级市、83个县和
53个市辖区。县域为全省
贡献了三分之二的经济总
量和超七成的工业规模。

2019年河南统计年鉴
显示，河南省县域（105个县
（市）GDP合计达到31920.8
亿元，约占全省GDP总量的
三分之二，工业增加值合计
占全省比重则超过70%。

《河南省县域工业发展
报告》显示，河南县域经济
规模逐年壮大，已超过3万
亿元。郑州、洛阳、南阳、周
口、许昌县域GDP已超过
2000 亿元。县域工业（二
产）占比总体较高。17个地
级市中有15个县域二产增
加值占全市比重超过60%，
其中周口、南阳、焦作等超
过80%。

尽管近年来河南县域
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受
制于经济实力、产业基础、
区位优势等，与江苏、浙江、
福建等省价相比，还存在创
新资源短缺，自主创新能力
总体偏低；产业机构不够优
化，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较
慢；产业聚而不群，产业链
供应链不够完善；龙头企业
的引领带动作用不足，大中
小企业协同网络尚未形成。

今年8月由河南省社会
科学院、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和兰考县委、县政府联合举
办的第十一届中原智库论
坛上，与会专家认为，目前
河南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
不足、特色不显、协调性不
强、开放度不高等问题依旧
突出，明确问题导向是推动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
致远的关键所在。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专家这样说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
质量发展时期，对于新时代
的中原来说，要想实现高质
量发展，重点和着力点在县
域，没有县域的高质量发
展，就没有全省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
基础。

因此，推进县域高质量
发展就成为当前的重点问
题。对此，河南省社科院院

长谷建全表示，推动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首先解
决“理念”的问题，要深入践
行新发展理念，决不能再回
到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率论英雄的老路上去。

“要把创新发展作为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把开放发展作为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活力之源，突出绿
色发展，培育壮大绿色经
济，坚持协调发展，全要素、
全产业链与全供应链、全地
域谋划布局县域经济，把实
现共享发展作为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谷建全表
示。

此外，在今年举行的
第十一届中原智库论坛
上，与会专家认为，全面
改革创新是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动力源泉，是激
活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驱动力。因此，专家认
为，要把深化改革放在突
出位置，扎实抓好乡镇机
构改革、城乡融合发展体
制机制改革、县域投融资
体制改革等，不断激发县
域经济发展动力活力。要
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加快
培育引进创新人才，积极
培育企业创新主体，加大
创新平台建设力度，加快
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着力提高科技创新能
力，为创新驱动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厚植根基、提
供支撑。

而在不同县域资源禀
赋、生态环境、产业基础
等存在的客观差异，如何
打造特色县域经济方面，
谷建全认为，面对当前复
杂形势，不同类型的县域
要发挥特色优势来推动高
质量发展，如传统农业大
县要以保障主要农产品供
给为目标，稳定粮食生产
能力，发展畜牧、蔬菜、
果品等特色种养业，积极
培育新产业新业态；矿产
资源县要科学开发和利用
现有资源，注重产业多元
化和产业链延伸，实现绿
色转型发展；工业强县需
要重点在节俭式混合创
新、特色化差异发展、集
群化链式延伸、轻量化智
能提升等方面探索新路
径；文化旅游强县要着眼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
多元化需求，促进资源优
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加快
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县。

全省县域工业30强县（市）名单出炉，河南县域经济规模超3万亿

河南县域工业排头兵再出发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唐朝金 实习生 徐伟民

两千多年来，“县”一直是中国多级行政区划中最稳定的行政建制。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关乎国民经济的兴衰
全局。活跃的县域经济一度被视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密码。

“郡县治，天下安”。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治国理政的
很多方面，夯实县域经济这个全省发展的“基石”，已经成为一道时代考卷的必答题。

地级市 县（市） 排名
郑州市 巩义市 1
许昌市 长葛市 2
许昌市 禹州市 3
郑州市 新密市 4
郑州市 新郑市 5
焦作市 孟州市 6
郑州市 荥阳市 7
新乡市 长垣市 8
洛阳市 新安县 9
焦作市 沁阳市 10
洛阳市 偃师市 11
三门峡市 灵宝市 12
焦作市 武陟县 13
商丘市 永城市 14
洛阳市 孟津县 15
郑州市 登封市 16
许昌市 襄城县 17
安阳市 林州市 18
开封市 尉氏县 19
郑州市 中牟县 20
焦作市 温县 21
平顶山市 汝州市 22
洛阳市 伊川县 23
三门峡市 渑池县 24
焦作市 博爱县 25
鹤壁市 淇县 26
洛阳市 栾川县 27
漯河市 临颍县 28
周口市 鹿邑县 29
开封市 兰考县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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