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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荣誉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

★中国最具投资竞争力金融服务城市

★跨国公司眼中最具投资潜力 20个中国城市之一

★全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十佳案例城市

★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优秀城市

★中国传奇之都

★全国“双拥”模范城

★河南省卫生城市

★河南省文明城市

★河南省水生态文明试点城市

开放合作——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
16 年开放合作的成功实践，承载着驻马店富民强市的热切希冀，

见证着驻马店加快崛起的辉煌历程，“中国农加工洽谈会”已成为驻马
店叫响全国、走向世界的品牌和名片。利用这一平台，驻马店开放合
作水平日益提高，招商引资成效显著，项目建设突飞猛进，经济社会和
谐发展。驻马店，已成为中外客商投资兴业的热土。

转变思想观念 加快发展氛围日益浓厚

16 年开放合作，驻马店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精神
面貌令人振奋，创业活力激情迸发，故步自封、因循守旧、消极被动、小
成即满、小富即安的落后思想逐步破除，机遇意识、市场意识、开放意
识、合作意识、拼搏意识和创新意识不断增强。

全市上下形成了“万众一心、勇挑重担、敢于负责、无私奉献”的办
会精神，形成了“人人都是发展形象，人人都是投资环境，人人都是东
道主”的责任意识，形成了团结奋进谋发展、齐心合力图振兴、奋勇拼
搏促崛起的良好局面。通过开放合作，进一步激发了驻马店人民创业
发展的内生动力，全民创业意识日益浓厚，创业热情不断高涨，创业主
体逐步扩大，特别是民营经济迎来黄金发展期，驻马店不仅成为外来
企业投资兴业的热土，同时也成为本土企业培植壮大的乐园。

推进项目建设 工业经济实力逐步增强

历经 16 年开放合作，驻马店项目建设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
低到高、由弱到强，呈现出你追我赶上项目、竞相发展促崛起的喜
人局面。

16 年来，大批国内外知名企业在驻马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香
港华润、台湾徐福记、瑞士雀巢、美国沃尔玛、中国通用、中国国电集
团、昊华集团、中集集团、红星美凯龙、海川电子玻璃、浙江荣光、江苏
悦达、青岛双星、银泰电动汽车等众多国内外知名企业纷纷与驻马店
进行广泛而深度的合作。特别是天方药业与中国通用、蓝天集团与平
煤集团、华骏车辆与中集集团、骏马化工与中国昊华、热电厂与国电集
团等实现战略性强强联合，进一步培育壮大了驻马店优势产业。

目前，驻马店已建成全国最大的半挂车生产基地中集华骏集团、
全国最大的调味品生产基地十三香集团、全国重要的甲醇生产基地河
南蓝天集团和全国重要的布胶鞋生产基地上蔡荣光集团等。随着一
大批重点工业项目建成投产，全市工业规模不断扩大，工业经济总量
快速提升，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已初步形成农产品加工、能源化工、
装备制造、轻纺、医药、建材六大支柱产业。目前，驻马店的生物医药、
机械电子、纺织品、皮毛加工等大宗拳头商品，已出口到美国、英国、日
本、澳大利亚、韩国等 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开放合作，有力促进了产业集聚区建设和发展。目前，全市已建
成产业集聚区 12个，初步形成了农产品加工业集群、电子信息产业集
群、医药化工集群、轻工纺织集群、装备制造集群和新材料新能源产业
集群。产业集聚区，已成为驻马店支柱产业的发展基地、高科技产业
的开发基地和民营企业的创业基地。

加快城镇建设 人居环境得到不断优化

16 年来，驻马店以承办“中国农加工洽谈会”为契机，不断加大城
镇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每年投入巨资对中心城区基础设施进行建设和
改造，老城区焕发新貌，新城区英姿勃发。

城市框架不断拉大，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城市品位不断提高。如今，驻
马店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由16年前15平方公里发展到今天70平方公里，
人口由20多万发展到65万，城镇化率达35%，城市的吸纳集聚、承接承载
和辐射带动能力显著增强，并成功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省级卫生城市、省级文明城市，正在向国家级卫生城市目标迈进。

行政新区投入使用，新建成市会展中心、世纪广场、天中广场、贸
易广场、市图书馆、市群艺馆等一批标志性城市建筑。各县城区建设
也在抢抓机遇、奋起直追，平舆、确山先后跨入国家级卫生县城行列。
开放合作有力推进了驻马店城镇建设，拉动了第三产业发展，转移了
一批富余劳动力，使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多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

拉长产业链条 农业基础地位更加巩固

16年开放合作，使驻马店丰富的农产品资源优势进一步显现，先后
引进徐福记、维维粮油、顶志油脂、众品食业、天龙禽业等一大批投资规
模大、带动能力强、市场前景好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在该市落户兴业。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迅猛。目前，全市已拥有各类农业产业
化组织 1738 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 家，省级龙头企业 44
家，市级龙头企业 316 家，其中年销售收入超亿元的龙头企业达 30
家。这些龙头企业以“公司＋农户”、“市场＋农户”、“公司＋基地＋农
户”等形式，带动农产品加工转化，拉长了产业链条，提高了农产品附
加值，推动了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进程。农业产业化快速推进，既
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又促进了农民收入增加。据测算，全市农民每
年从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直接增收十多亿元。

优化发展环境 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

16 年开放合作进程中，驻马店高度重视发展环境建设，积极树立
良好开放形象，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

该市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取消、合并、减少行政审批事
项，全面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加大“四乱”治理力度，对招商引资
项目做到“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办公”，致力提高服务质量，努力为客
商在该市投资兴业营造一方乐土。16年开放合作，极大地提升了驻马
店市民的文明素质，提升了驻马店对外形象，全市上下积极为客商办
实事、办好事，千方百计为客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受到广大客商的
信赖和称赞。近年来，驻马店先后被授予跨国公司眼中最具投资潜力
20 个中国城市之一、全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十佳案例城市、中国最具
投资竞争力金融服务城市、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优秀城市和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等荣誉称号。

驻马店——对外开放的金色名片

借力中国农加工盛会 助推驻马店跨越发展
中共驻马店市委书记 余学友 驻马店市人民政府市长 武国定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值此 2014 年中国

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驻马店市

即 将 隆 重 召 开 之 际 ，我 们 谨 代 表 驻 马 店 市

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各位领导、嘉宾和

各界朋友的光临表示热烈欢迎！向大家长

期关心支持驻马店经济社会发展表示衷心

感谢！真诚祝愿大家在驻马店洽谈会期间

能够收获成功的喜悦，拥有一段幸福而美好

的时光！

驻马店位于河南省中南部，因历史上设

皇家驿站而得名，夏属豫州之域，汉初置郡，

元代设府，1965 年 6 月设立驻马店专区，2000

年 8 月撤地设市。驻马店区位优越，承东启

西，贯南通北，素有“豫州之腹地、天下之最

中”的美称。文化厚重，创造出了盘古文化、

梁祝文化、重阳文化、车舆文化等灿烂的文

化传承。人杰地灵，无论是远古还是近代，

都有许多优秀的代表人物、至圣先贤在这里

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传奇，曾经哺育出

秦丞相李斯、《盐铁论》编撰者桓宽、志怪小

说家干宝、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著名抗日

民族英雄杨靖宇等一大批历史名人。物产

丰富，处于北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地带，

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土地肥沃，适宜多种农

作 物 生 长 ，是 国 家 和 省 重 要 的 粮 油 生 产 基

地，素有“中原粮仓”、“中州油库”、“芝麻王

国”之称。生态优美，地处伏牛山脉、大别山

脉向黄淮平原的过渡带，奇山、秀水、大平

原，境内自然人文景观众多，旅游业发展潜

力巨大。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我们紧紧抓住中原经济区、粮食核心区、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大国家战略实施的

机遇，牢牢把握“推发展、促改革、保稳定、抓

活动”四项重点工作，做强载体、做大产业、做

实项目、做好招商、做优环境，着力推进富强、

文明、平安、美丽驻马店建设，保持了经济持

续健康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特别是连续

16 年成功举办“中国农加工洽谈会”，吸引一

大批境内外有识之士在我市投资兴业，香港

华润、台湾徐福记、瑞士雀巢、美国沃尔玛、中

国通用、中国国电集团、昊华集团、中集集团、

红星美凯龙、海川电子玻璃、浙江荣光、江苏

悦达、青岛双星、银泰电动汽车等一批境内外

知名企业相继在我市落户。通过 16 年的办

会，我们实现农业产业化与工业化的良性互

动，促进了农产品加工业尤其是现代农业的

发展；通过 16 年的办会，驻马店城市功能日

臻完善，城市形象明显提升，吸纳集聚、承接

承载和辐射带动能力显著增强；通过 16 年的

办会，驻马店人民的文明素质和道德修养全

面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和开放包容程度明显

提高。每次盛会都有万名中外客商和会议代

表云集驻马店，开展经贸洽谈，共商发展大

计。“中国农加工洽谈会”已成为驻马店对外

开放的品牌和名片，成为海内外客商合作交

流的载体和平台。

今年 9 月 6 日至 8 日，2014 年中国农产品

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我市隆重召开，

这次大会以“开放合作、绿色科技、共赢发展”

为主题，通过举行项目洽谈、成果发布、展示

展销、采购贸易、银企对接等活动，促进农产

品加工业技术合作与交流，促进农产品加工

业新技术、新成果应用，促进农产品产销对

接，促进知名品牌推广，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向

中西部地区转移。农业部和河南省委、省政

府对办好这次盛会非常重视，提出了新的更

高要求。我们坚信，有上级党委、政府的正确

领导，有参会嘉宾的鼎力支持，有全市上下的

共同努力，本次会议一定会内容更新、层次更

高、效果更实，一定会办出新水平、办出新形

象、办出新成效。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热情好客的

驻马店人民热忱欢迎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到

来，共同把“中国农加工洽谈会”开成携手发

展、加强合作、共谋共赢的会议。我们将以最

优惠的条件、最优良的环境和最优质的服务，

为前来驻马店洽谈合作、投资兴业的每一位

嘉宾提供便利；我们愿与大家一道心手相牵、

开拓创新、共创未来！

十 六 载 合 作 硕 果 盈 枝十 六 载 合 作 硕 果 盈 枝 再 欢 聚 诚 邀 四 海 宾 朋再 欢 聚 诚 邀 四 海 宾 朋
———— 20142014 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 99 月月 66 日至日至 88 日在驻马店市隆重举行日在驻马店市隆重举行

雄踞中原腹地 交通方便快捷

驻马店市位于河南省中南部，古为交通要冲，因历史上南来北往
的信使、官宦在此驻驿歇马而得名。1965 年设置驻马店地区行政公
署，2000 年 8 月撤地设市。全市现辖西平、遂平、上蔡、汝南、平舆、确
山、正阳、泌阳 8 县和驿城区以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市产业集聚区，
新蔡县为省直管县，总面积 1.5万平方公里，人口 896万。

驻马店地处我国南北方、东西部接合地带，承东启西，贯南通北，素有
“豫州之腹地、天下之最中”美称，京广高铁、京广铁路、京港澳高速、大广高
速和106、107国道纵贯南北，新阳高速横跨东西，上武高速、焦桐高速穿境
而过，省道、县道纵横交错，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市区北至新郑机
场、南到武汉天河机场，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独特的区位和便捷的交通，
使驻马店日益成为广大客商投资兴业的理想之地。

兼具南北气候 资源储备充足

驻马店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是国家和省重
要粮油生产基地，素有“中原粮仓”、“中州油库”、“芝麻王国”之称。常
年粮食总产量 700多万吨，占全省 1/8；油料总产量 100万吨，居全省第
一；生猪、牛、羊年出栏量分别位居全省第一、第二和第四位，禽蛋总产
量 33 万吨，位居全省前列。泌阳、正阳、平舆分别为全国香菇、花生、
白芝麻产量第一大县，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前景十分广阔。

驻马店矿产资源种类多、储量大，初步探明的矿产有 40多种，煤、
铁、石油及一些非金属矿资源含量大、品质好，其中化工炭岩、玻璃用
砂、莹石储量分别居全省第一、第二和第四位，新探明的金红石矿储量
在 5000 万吨以上，居全国第一位。煤炭储量达 1.37 亿吨。驻马店水
资源充足，全市有大、中、小水库 178 座，总蓄水能力 34.26 亿立方米。
驻马店劳动力丰富，常年劳动力 480 多万人，外出务工人员 280 多万
人。驻马店土地资源储备充足，建设用地指标充裕，可保证工业项目
建设用地。丰富的矿产资源、水资源、劳动力资源和宽松的用地指标，
为工业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文化底蕴丰厚 自然风光秀美

驻马店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名胜古迹众多，自然风光秀美。这
里是盘古文化、梁祝文化、重阳文化、嫘祖文化和冶铁铸剑文化的发源
地，泌阳、汝南、上蔡分别被命名为“中国盘古文化之乡”、“中国梁祝文
化之乡”、“中国重阳文化之乡”，西平被命名为“中国嫘祖文化之乡”和

“中国冶铁铸剑文化之乡”，驻马店因此被誉为“中国传奇之都”。
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多样的地貌，构成了驻马店独具

魅力的自然、人文景观，北有《西游记》续集的外景拍摄地，被誉为“中
原盆景”、“天然石林”的嵖岈山，南有碧波万顷、山水一色的薄山湖；西
有层峦叠翠、险峻兀立的铜山；东有渔舟唱晚、雁鸭翔集的亚洲最大平
原人工湖宿鸭湖和亚洲最大寺院南海禅寺。

这里名胜古迹众多，汝南的天中山、悟颖塔，上蔡的西周蔡国故
城、伏羲画卦亭，西平的战国冶铁遗址等，都具有很高的观光和考古价
值。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享有“小延安”之称的确山县竹沟镇曾是中
共中央中原局和河南省委所在地，刘少奇、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在这里战斗生活过，其旧址至今保存完好，与著名抗日民族英
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一起，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基础设施完善 发展环境良好

通过不断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驻马店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全
市四级以上公路总里程达 12000 公里，村村通公路、县县通高速。中
心城区和各县城的交通、供水、供电、供热、供气等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各项服务功能日益健全，人居环境良好。

驻马店在项目审批、人才引进、收费减免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优
惠政策，对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实行封闭式管理，对外来投资者实行首
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服务承诺制和“两个零接触”制度等，竭诚为外
来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同时，驻马店还成立了优化经济发展环
境办公室和综合执法大队，设立优化环境 110 热线，严厉打击强买强
卖、欺行霸市以及扰乱企业生产经营的违法行为，着力为市内外投资
者保驾护航，在全市上下形成了敬商、亲商、爱商的良好氛围。近年
来，驻马店市先后被评为跨国公司眼中最具投资潜力 20 个中国城市
之一、全国提升竞争力十佳案例城市、中国最具投资竞争力金融服务
城市、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优秀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
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河南省卫生城市和河南省文明城市。

开放合作典范 投资兴业宝地

1996年，驻马店在全国率先实施东西合作工程，同年被定为全国
东西合作示范区。1998 年至今，驻马店已连续成功举办 16 次全国性
盛会。2010 年，大会更名为全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2013
年，大会再次更名为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办会的专业
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更高。

近年来，驻马店牢牢把握“推发展、促改革、保稳定、抓活动”四项
重点工作，做强载体、做大产业、做实项目、做好招商、做优环境，新型
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培育壮大农产
品加工、能源化工、装备制造、轻纺、医药、建材六大支柱产业，形成一
批优势产业集群，通用天方、昊华骏化、平煤蓝天、中集华骏、华润电
力、白云纸业、中天纺织、豫龙同力水泥等一批骨干企业拔地而起，为
传统农区工业化进程奠定了良好基础。

连续 16 次成功举办“中国农加工洽谈会”，驻马店吸引一大批国
内外有识之士前来投资兴业、共谋发展。香港华润、台湾徐福记、瑞士
雀巢、美国沃尔玛、中国通用、中国国电集团、昊华集团、中集集团、红
星美凯龙、海川电子玻璃、浙江荣光、江苏悦达、青岛双星、银泰电动汽
车等国内外知名企业纷纷在此落户，呈现二期、三期和多期投资现象
并存的喜人局面，取得了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驻马店市委书记余学友驻马店市委书记余学友（（右二右二））在泌阳县幸福里科技公司与企业职工交流在泌阳县幸福里科技公司与企业职工交流 驻马店市市长武国定驻马店市市长武国定（（左一左一））在西平县产业集聚区河南金凤牧业设备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在西平县产业集聚区河南金凤牧业设备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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