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厂名称

登封市嵩基水泥有限公司

河南瑞泰耐火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黎明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桐裕印务有限公司

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光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安阳贝利泰陶瓷有限公司

漯河市平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伊克斯达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河南金凤牧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隆华科技集团(洛阳)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鹤壁天海环球电器有限公司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强耐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科瑞森重装股份有限公司

佰利联新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铁福来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驻马店中集华骏车辆有限公司

驻马店恒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驻马店广大鸿远车业有限公司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宝钢制罐有限公司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狮虎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三门峡戴卡轮毂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平煤神马首山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飞天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天能集团（河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华洋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康宁特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建材

耐火材料

有色

装备制造

轻工印刷

装备制造

新材料

建材

食品加工

再生资源

装备制造

化工

装备制造

食品

装备制造

电子电器

电子信息

装备制造

建材

装备制造

化学原料

装备制造

机械制造

机械制造

汽车制造

医药

轻工

钢铁

磨料

食品

汽车部件

装备制造

煤炭

农业科技

食品

电池制造

装备

环保设备

汽车部件

地址

郑州

郑州

郑州

郑州

兰考

中牟

安阳

安阳

漯河

驻马店

驻马店

洛阳

洛阳

郑州

许昌

鹤壁

鹤壁

新乡

焦作

焦作

焦作

平顶山

驻马店

驻马店

驻马店

信阳

新乡

安阳

郑州

郑州

三门峡

郑州

许昌

鹤壁

南阳

濮阳

许昌

郑州

焦作

2020 绿色工厂产融对接直通车·走访部分企业名单

2020年11月26日～12月2日 责编 张翼鹏 美编 李庆琦

A03 报道·聚焦

走访15省辖市40家企业
绿色工厂产融对接直通车
圆满收官

门前的迎宾广场上，钢花
雕塑、水系、石景、树木；进入
厂区，长颈鹿、钢琴演奏者，以
及一个个用废钢材料制作而
成的工艺品，错落有致地安放
在道路旁的草坪上……如果
没有亲见，很难相信眼前这家
企业就是安阳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钢），该
公司是河南省首个拥有3A级
旅游景区评级的钢铁企业。

安钢是2020河南绿色工
厂产融对接直通车的走访企
业之一。从2016年起，安钢
先后投资超过70亿元，建设
国内第一家实现全流程干法
除尘并消白的钢铁联合企业，
这也是“公园式、森林式”的园
林化工厂和以工业旅游为主
题的国家级旅游景区。

在此次走访企业中，像安
钢一样，大多数企业的绿色生
产、绿色厂区、智能工厂令人
印象深刻。

最近几年，在国家政策的
引导下，许多生产制造型企业
紧跟发展趋势，推动绿色化转
型，大力发展绿色制造。可以
说，绿色制造已成为新时代经
济发展的主旋律。

在此背景下，河南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指导，大河财立方、郑州银
行等联合推出“发展绿色金
融，赋能绿色制造——2020河
南绿色工厂产融对接直通车”
活动。通过深度走访国家级、
省级绿色工厂等绿色制造企
业，扩大河南省绿色制造推广
成果及影响力，提升企业知名
度和美誉度，带动更多企业向
绿色制造、高端制造方向发
展。同时，金融机构结合企业
实际情况给予金融支持，助推
河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活动采取“采访+金融对
接”形式，由大河财立方、郑州
银行等组成“采访团”，大河财
立方记者团队现场采访、金融
服务团队与企业负责人沟通洽
谈，调研企业真实资金需求，为
企业提供订制融资方案。

从8月份开始筹备，到11
月底走访结束，本次活动共走
访15个省辖市、40家国家级、
省级绿色工厂，涉及建材、装备
制造、食品、电子电器、医药、钢
铁、汽车等行业领域。

本次“河南绿色工厂产融
对接直通车”，大河财立方调配
精锐力量，一手对接金融机构
和全省各地企业，一手全力做
好宣传服务。截至目前，“绿色
工厂”相关微博话题总阅读量
2612.4万次，全媒体平台已累
计发布相关报道213条，已设计
制作并分发相关视频和海报
135条，社群分发超过6000次。

本次活动结束后，大河财立
方将根据走访实况，撰写《2020
河南绿色工厂白皮书》，预计11
月底前后完成，将首次全面展现
河南绿色工厂推广成果，助推河
南绿色制造转型升级。

可持续发展成做强根本
绿色工厂打造绿色转型样
本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一
批生机勃勃的绿色工厂，正在
中原大地全新崛起。

“得益于绿色、环保方面的
投入与成效，公司在环境绩效
分级考核中获得‘A’级，在冬季
到来时，可以自主安排生产。”
11月12日，大河报·大河财立
方记者在三门峡戴卡轮毂制造
有限公司采访时，该公司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李国伟向记者
介绍公司的绿色发展成果。

据了解，2019年冬季来临
之前，国家出台的环境绩效分
级政策，对39个行业中企业的
绩效分成A、B、C三档，对不同

档的企业进行差别管控，引导
和鼓励企业加大绿色发展建
设投入力度。

为增强企业竞争力，三门
峡戴卡投资3000多万元，大
力发展绿色制造，安装了袋式
除尘器、余热回收除尘系统、
废气热力焚烧系统、“水帘+水
旋”组合式喷漆系统、污水综
合处理系统等；同时，还安装
了废气和废水在线监测设备，
并与政府环保主管部门的监
控中心联网，确保各类污染物
排放实施有效监控。

在硬件、软件的保障之
下，三门峡戴卡的绿色发展工
作成效非常明显，用水、用电、
用气等各项指标明显下降。
企业不仅形象、影响力大幅提
升，而且实实在在享受到绿色
发展带来的成果。

在新的发展环境中，安钢
也焕发出新的生机。安钢提
出了“创新驱动、品质领先、提
质增效、转型发展”的发展战
略，着力打造绿色发展、高效
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三大特色，
第一大特色就是绿色发展。
随着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安钢环保建设的逐步完成，
其业绩带来了一定的改善。

除此之外，嵩基水泥投资
5100万元打造的SCR脱硝治
理系统，获评建材行业超低排
放示范项目；平平食品污水深
度 处 理 系 统 排 放 达 标 率
100%；黎明重工投入2000万
元进行绿色化改造，电能消耗
降低20%。

近年来，河南省积极把握
制造业发展趋势，依靠人工智
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向智能
制造、绿色制造、高端制造方
向转型升级，推动经济持续发
展、生态持续改善，积极推进
工业企业绿色化、智能化改
造，有力推动了河南工业的高
质量发展。

“鼓励企业通过创新、完
善产业链条来实现竞争力提

升。”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
组书记、厅长李涛之前接受大
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采访时
说，这几年，河南制造业通过实
施绿色化改造，不少企业已经
达到了超低排放、绿色工厂、花
园式工厂的要求。

据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
者统计，截至目前，河南省已累
计创建115家国家绿色工厂、

31项绿色设计产品、10家绿色
园区、10家绿色供应链管理示
范企业，省级绿色工厂达到95
家。

在中部六省绿色工厂排名
中，最近两年，河南省入选国家
级绿色工厂（公示）的企业数
量，稳居中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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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工厂产融对接收官

媒体与金融机构一起走进国家级绿色工厂三门峡戴卡轮毂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