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郭海方 王冠星）还记
得河南航空经济研究中心暨约翰·卡萨达
中国工作室在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揭
牌这件事吗？去年 5月 18日，被誉为全球
航空经济第一人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
教授约翰·卡萨达选择与我省合作，把他
在中国的第一个工作室设在了郑州，以助
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发展。

约翰·卡萨达来豫建立工作室，其实
是“河南省 2013 年招才引智专项行动计
划”的一个缩影。4 月 1 日来自省人社厅
的消息称，去年，我省重点实施了航空港

区专项招才引智工程、海外高层次人才
引进工程、人才队伍能力建设引智工程
等引智计划，并举办了四次高层次人才
项目对接活动，全年共实施引进国外技
术、管理人才项目 152 项，聘请高层次外
国专家 1240 人次，来豫工作或访问的外
国专家达 5000 余人次；办理来华工作许
可 467件，专家证 1055件。

尤为难得的是，去年我省高端和紧缺
人才引进取得新突破。郑州大学聘请的英
国南安普顿大学教授思韦茨、美国佛罗里
达大学教授奥斯卡·库瑞沙里入选国家第

三批“外专千人计划”，这是“外专千人计
划”实施以来，我省聘请的外国专家首次入
选。此外，郑州机械研究所通过引进德、韩
等国专家，解决了钎焊技术研究的“瓶颈”
问题，建立了钎焊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原内
配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引进英国 GKN集团
的专家，困惑公司多年的技术难题得以解
决，目前该公司气缸套产销量位居亚洲第
一；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引进
外国专家，在特大型磨机结构参数优化、关
键件制造工艺研究等领域取得突破，缩短
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③6

本报讯（记者郭海方 王冠星）“在不
远的将来，当你拿到一盒北美蓝莓，只需
扫一下条码，手机上就能显示出它的产地
在哪里、什么时候装上飞机、什么时间出
的冷库。”4 月 1 日，在第八届中国（河南）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河南长通物流有
限公司董事长杨志萍说，有了物联网的认
证，进口食品可追溯源头，让消费者买得
明白、吃得放心。

当天，该公司与加拿大高科技投资集
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基于
物联网技术打造现代物流平台方面展开
合作。这一成果，出自我省举办的首届海

外高层次人才智力项目对接洽谈会。
作为第八届投洽会的主要活动之一，

由省人社厅、省外国专家局共同举办的这
场对接洽谈会吸引了来自外国专家组织、
海外高层次人才 60 余人携带项目出席，
省内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校 70 余家单位
的 200 余人参加项目洽谈。短短两三个
小时内，已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19项，另有
80余人次达成初步人才应聘意向。

这 次 项 目 对 接 洽 谈 会 分 四 个 专 场
进行，分别是生物制药、新材料、新能源
专场，先进制造、节能环保专场，电子信
息、现代服务业专场，境外专家组织推

介、海外高层次人才招聘专场。记者在
现场看到，参会的外国专家和海外高层
次人才纷纷借助各种手段热情推介自
己的项目。

省人社厅负责人介绍说，搭建海外高
层次人才项目对接洽谈会这个平台，旨在
借助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技术和智力，进一
步提升我省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推动河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
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将进一步
强化人才优先的理念，努力为海外人才创
造更加优越的环境，让广大海外人才在河
南这块热土上发挥聪明才智。③11

择天下英才而用之
去年来豫外国专家 5000余人次

首届海外高层次人才智力项目对接洽谈会举行

我省搭建招才引智新平台

4 月 1 日，第八届中国 (河
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郑
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我省各
地市的展馆吸引了 6000 余名
境内外客商聚首中原寻找商
机。⑤3本报记者 邓 放 摄

▲各地市搭建的展馆吸引
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投资者洽谈
合作。

▲投资者在洽谈合作。

◀开幕式现场。

▶▶相关

本报讯（记者赵振杰 董 娉）4月 1日，
第八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主
活动之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重大招商项目对接活动和签约仪式在郑州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李克出席仪式并致辞，省委常委、郑州市委
书记吴天君出席。

记者从签约仪式上获悉，本次投洽会，
实验区共签约项目 14个，合同投资金额 388
亿元，项目涉及航空物流、智能终端、精密机
械、生物医药、现代服务等领域。

据实验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航空港优越
的战略定位和良好的发展态势吸引了大量
高层次国内外客商前来洽谈，寻求商机。此

次到航空港考察、洽谈、对接的企业，包括世
界 500强企业 IBM、杜邦、华润等；中国 500
强企业有酷派、康佳、TCL、绿地等；美国杰科
实验室及国内外供应链管理协会、酒类行业
协会、眼镜协会等也都前来参会洽谈。

李克在致辞中说，经过一年的发展，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作为中原经济区

核心增长极的带动作用逐步显现，已经成为
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的强大引
擎。今天集中签约的14个项目的落地建设，
将为实验区提速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我们
将持续通过机制体制的改革创新，努力创造
一流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壮大提供全方
位的支持与服务。③11

本报讯 （记者赵振杰）4月 1日，副省长
赵建才在郑州会见了来参加第八届中国（河
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澳门贸易投资促
进局主席张祖荣一行。

赵建才在会见中说，河南近年来一直坚
持开放带动主战略，取得了巨大成效。近两
年我省利用外资总额和进出口总额一直保持
中部第一，进出口总额年增长率在两位数以
上。澳门和河南的经贸往来比较频繁，澳门
著名的文化项目《水舞间》将到郑州，双方已
经签署了合作协议，目前规划设计正在进行
中。另外，河南企业“走出去”有潜力、有基
础，希望河南的企业通过各种经贸交流活动
能在澳门找到投资的机会。

张祖荣说，我连续几年都来河南，每次来
感觉都有很大变化，郑州的发展空间很大，商
机很多，澳门一直在河南有不同的投资项目，
比如房地产、旅游、会展。明年我们会组织企
业家来河南考察，希望能有更多的澳门企业
家在河南投资兴业。③12

本报讯（记者郭海方 王冠星）4月 1日，
副省长王艳玲在郑州会见了前来出席河南省
首届海外高层次人才智力项目对接洽谈会的
乌克兰国家冶金科学院院士阿·诺·阿夫恰茹
克等外国专家代表。

王艳玲说，河南省委、省政府始终把引进
国外智力作为扩大对外开放、建设人才强省
的一项重大举措和重要工作来抓，实施了“招
才引智专项行动计划”、“国际人才交流合作
项目资助计划”、“工业、农业、生态、民生四大
引智工程”等，每年引进各类海外高层次人才
5000余人次，为加快推进河南改革开放和经
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这次活
动，相信各位专家会与河南的企业建立长期
的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互利共赢。

参加会见的外国专家代表除阿·诺·阿夫
恰茹克外，还包括北美洲中国学人国际交流
中心主任尤伟顺、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热加工系统首席技术官依沃·波特、俄罗斯
高校联合会主席助理马克西姆、俄罗斯联邦
伊尔库茨克石油公司总机械设计师李纳尔、
法国尼斯大学教授奥利叶。③6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签约388亿元
项目涉及航空物流、智能终端、精密机械、生物医药、现代服务等领域

希望豫澳企业
都能找到投资机会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实现互利共赢

4 月 1 日，一位参会嘉宾在投洽会
展厅内参观民族乐器。 新华社发

4月 1日，工作人员在投洽会展厅内
现场制作洛阳牡丹瓷。 新华社发

●● ●● ●●

4月 1日上午，郑州国际会展中心轩辕堂
内，无论是现场就座的嘉宾，还是伸长了脖子
生怕漏过了哪个大人物的一众记者们，在第八
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前
惊奇地发现，本届投洽会居然没有邀请国家领
导人、外国政要、兄弟省份的领导人前来参会。

当天的主席台上，与河南省委书记、省长
一起在前排就座的嘉宾，是葛国瑞、张近东和
张祖荣——他们要么是企业的负责人，要么是
商会会长与贸易促进局主席。

“本届投洽会自筹办之初，我们就希望打
造一届以‘商’为主、‘实’字当头的活动。我们
重点邀请了国内外 500强企业，大家也都看到
了，500强来了 100多家，西门子、麦德龙、谷歌
等全来了。我们还重点邀请了大批具体项目
负责人，希望所谈项目能切实、快速落地。”第
八届投洽会组委会办公室主任、省商务厅厅长
焦锦淼告诉记者。

客商们的感受也在印证着投洽会的“实”：
瑞士资本亚洲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沈培华告
诉记者，开幕式从 9点半开始，10点左右就结
束，缩减了程序性活动的时间，让客商充分洽
谈、对接，令人印象深刻。

客商们带来的“大单”同样很“实”：苏宁集
团在豫投资 370亿元系列项目、重庆力帆投资
22亿元济源低速电动车项目、香港国际投资促
进会投资20亿元南阳新能源产业园项目、英国
伊梅克斯投资 11.5亿元的鹤壁高端智能彩印
项目——项目投资大，带动能力强，将有力促
进我省经济转型发展。

本届投洽会的一大亮点是形象展厅兼对
接现场，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 18个省辖市的
展厅内，除了LED屏上不停播放着当地的形象
片外，各地招商引资的优势、重要领域均在显
眼处一一呈现。

“我们今年不仅要求商务局同志全体到展
厅里迎接客商，某些县区主要负责人也到了现
场接受咨询洽谈。”商丘市商务局局长薛涛说。

在展厅出口处，记者碰到了负责统计展厅
洽谈对接的省商务厅工作人员，他说：“今年只
统计那些真正达成协议的项目，仅仅有意向的
话，不再统计。”③11

本报讯 （记者徐东坡）4月 1日，河南省招商顾问座谈会
在郑州举行，山东河南商会会长于吉涛等 24人被聘为“河南
省招商顾问”。自去年首次聘请异地商会会长作为招商顾问
以来，这些招商顾问们在我省招商引资、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
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据悉，去年全省实际利用省外资金达 6197.5亿元，同比增
长 23%，其中广东、北京、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六省（市）合计
到位资金 3935.1亿元，占到位资金总额的 63.5%，这六省（市）
已成为我省承接国内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

“成绩的取得，与这些在河南的异地商会和在异地的河
南商会是分不开的。”省商务厅厅长焦锦淼说，异地商会联
系着两地，又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广阔的信息渠道，对河南有
着较深厚的感情，他们在推介河南、以商招商、对河南发展
建言献策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去年，省商务厅首次聘请了广东省河南商会会长许家印
等 31人为“招商顾问”，在他们的带领下，这些异地商会充分
发挥在招商引资中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引进产业、技术和人
才，推动河南的发展。

“商会积极组织浙江企业家了解河南，参与河南建设。由
异地商会所带领和影响的异地企业以及众多经济人士，不但
在河南投资兴业，并带来资金、技术、经营理念，直接参与河南
省的经济建设，形成了一支强大的、重要的建设力量。目前，
浙商累计在河南投资近 6000亿元。”河南省浙江商会会长李
国庆说。③6

挺拔的身材配上一身中国特色的中山装，即使站在人群中，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尹明善也绝对“耀
眼”。当记者提出要采访时，他温和地自报家门，并掏出名片双
手递上。

4月 1日，在第八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重
庆力帆集团和济源市成功签约22亿元的电动汽车项目。

作为生产摩托车和汽车的知名企业，采访话题自然离不开
汽车。尹明善说：“河南了不起，以前汽车产业薄弱，现在一下子
做那么大，宇通已经是河南省汽车行业的‘拳头’，现在又开始做
新能源汽车，政府推进的力度相当了不起，河南新能源汽车一定
能做大做强。”

“我经常来河南，但这次来参加投洽会，却让我看到了一个
更加热情开放的河南。”望着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外面飘扬的彩
旗，尹明善说，“河南的地理位置太好了，‘居天下之中’，位于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全国最发达的经济圈之间，是国家南
北、东西交通大动脉的枢纽要冲，亚欧大陆桥和进出西北六省的
门户。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公路、铁路、航空交通，再加上
河南优越的投资环境和招商政策，使我们的发展战略布局不得
不考虑河南。”

尹明善表示，这次将项目放到济源市，主要是考虑到河南
和山西市场。一旦时机成熟，还会进一步在河南增加投资。

“我的多个朋友都多次向我推荐河南的投资环境，说让我一定
要考虑投资，现在河南投资的口碑可是口口相传呀。”尹明善
笑着说。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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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振杰

异地商会联系两地

“以商招商”助力河南

“河南新能源汽车
一定能做大做强”
——访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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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小萍 成利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