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9 月 2 日，记者一走进河南豫
联生产厂区，首先接受了全身打扫
程序：在全封闭的狭窄通道，360度
吹来的凉风迅速对身体各个角落
的灰尘进行了全面清理。

“这个生产线生产的产品用于
下游的高端铝合金包装领域，直接涉及到食品
安全，所以必须高度清洁。”该企业相关负责人
说。

举目四望，宽敞明亮的厂房全部处于封闭
状态，设备在电脑的操控下自动运转，看不到
一个工人的身影。

该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厂房安
装的设备采用的全都是德国西门子、西马克等
国际一流技术，集机械、液压、电气传动、自动
化控制、检测、工艺模型特等技术和装备于一
体的“1+4”铝板带热连轧+冷轧生产技术为一
身，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型铝带材项目，主要
生产目前国内市场紧缺、长期依赖进口的高精
度铝板带材。

领先的装备和技术是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的基础，由于着手早，设备更新快，在今年 4月
份工信部发布的首批符合铝行业规范条件企
业名单中，豫联集团现有电解铝产能全部入围

“红名单”，所有产能均符合绿色低碳、节能环
保的产业政策要求。在行业竞争加剧的严峻
形势下，豫联集团将充分享受到“红名单”范围
内的待遇，为企业加快转型赢得了先机。

同样，由于在省内电解铝企业中起点高、
潜力大、有后劲，今年 6月豫联集团又被省政府
确定为省内唯一的“铝工业煤电铝及深加工一
体化转型升级试点”，在企业用电价格、资金等
方面给予支持，豫联迎来难得发展机遇。

工作人员在“E贸易”馆里清点货品。 工人在电子产品组装生产线上工作。 生态廊道成群众晨练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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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这么多，变化这么大！”、“令人鼓舞，
十分振奋！”、“真的感到很自豪！”在“走进郑州
都市区、助推四个河南建设”活动现场采访，不
断听到这样的评价和赞叹。

9 月 2 日，雨过天晴，120 多位省直机关党
员干部作为“走进郑州都市区、助推四个河南
建设”活动首批参与者，来到郑州市的生态廊
道、威科姆国际软件生态园和北三环中州大道
立交、郑州东站交通枢纽和 E 贸易等企业、社
区和建设工地，亲身感受近年来都市区建设的
新成就和省会郑州的巨大发展变化，有力地增
强了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坚定总坐标，坚持
总思路，完善总方略”的战略谋划、建设“四个
河南”、推进“两项建设”的信心，纷纷表示要以
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
做贡献。

“郑州的发展变化，令人鼓舞”

“亲身体验，变化太大了，感觉很自豪。”省
委农办主任科员秦登峰说。

望着北三环立交枢纽上川流不息的车流，

省委政研室副巡视员吕五权十分感慨，他说：
“郑州围绕‘建设大枢纽、发展大物流、培育大
产业、塑造大都市’战略主线发展，思路对头。”

吕五权的感受，获得了许多参观者的认
可。省纪委宣教中心副主任郑直说，纸上得来
终觉浅，通过实地参观，我感觉郑州发展的定
位清晰明确，思路有前瞻性，对郑州的发展充
满信心。

刚刚开业的华南城是郑州推动大物流发
展的代表，省政协的徐金柱由衷地表示，这些
大项目的建设、大企业的引进，对提高城市的
品位、城市的品质有一个很好的作用：“郑州引
进这样大的项目，对省会经济和企业发展会发
挥很好的带动作用。”

在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中铁工程装备公
司，面对直径十余米的巨大盾构机，大家发出
由衷地赞叹。据介绍，这里是中国第一、世界
第二的盾构机生产商，产品被广泛应用。

在郑州高新区，威科姆国际软件生态园依
靠科技创新释放的强大辐射带动作用，让代表
们感到鼓舞和震撼。“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在于
创新，每年公司的科技研发投入超过 2亿元。”
威科姆董事长贾小波的话让大家深受启发。

省委政研室张雷宇说，郑州提出开放创新
双驱动战略，加快郑州都市区建设步伐，就要
将科技创新产业规划建设好，聚集更多高端创
新要素，实现更多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郑州都市区建设的前景十分
光明”

在东风日产郑州工厂的总装车间，省委常
委、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给大家介绍，郑州正
在努力构筑大产业，改变过去对“煤电矿”资源
型产业的依赖，重点发展汽车、装备制造、智能
终端等新型产业，到 2016年，郑州的汽车产能
将达到 160万辆，智能手机达 3亿部。

在郑州东站宽敞的三层露台上，郑东新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建慧对“两环三十
一放射”快速路、城际轨道系统、市区快速路网
系统、城市轨道交通体系及规划的专业讲解，
深深吸引了大家，大家对未来郑州交通畅通的
前景充满了期盼。

“ 买 全 球 、卖 全 球 ，关 口 在 郑 州 ”。
在郑州保税物流中心，即将开业的“E博馆”使
参观者感到新奇和兴奋。面对琳琅满目的进

口食品、化妆品、电器、手表等商品，大家直观
感受到郑州市在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试点方面
取得的成绩。

在郑州机场二期的工地现场，大家的情绪
更为热烈。不久的将来，这里将矗立起新的航
站楼，新的跑道。省纪委的一位同志说，2015
年投入使用后，郑州机场的空运能力将进一步
提升，我注意到在周边还要建设高铁南站，开
通卡车航班；这样一来，郑州机场对周边货物
的集疏能力将进一步加强，希望管理方能加快
航线布局，争取尽快形成覆盖全球的航线网
络，将郑州机场建成全球重要的航空物流中
心。

参观紧张有序，大家始终热情高涨，《党的
生活》杂志社总编助理魏宗宏说，这是一次高
质量的参观考察，通过参观坚定了大家助推省
会发展的信心。在工地上，在车间里，在路途
上……大家热烈地交流沟通。省直机关党员
干部纷纷表示，要按照省委、省政府的“总坐
标、总思路、总方略”要求，进一步增强支持省
会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扎扎实实做
好各项工作，为助推“四个河南”建设做出新的
努力。③11

6月 15日，“1+4”铝板带热连轧生
产线顺利结束调试，步入稳定生产及新
产品开发阶段。

6月26日，2500mm单机架冷轧机成
功轧制出首卷铝合金带材。

8 月 10 日，易拉罐罐盖料、拉环料
放量生产。

8月 29日，高性能铝合金特种铝材
首次获得海外 5000吨铝精深加工产品
订单，随后，韩国、美国、印度等国际客
户纷至沓来，产品开始供不应求。

……
面对行业产能过剩和铝企白热化

竞争，河南豫联集团正以勇者的姿态奔
跑在转型升级的路上。

“豫联是河南铝工业转型升级试点
单位，我们必须勇担重任，充分发挥世
界一流装备优势，逐步将中孚品牌打造
成铝合金领域的世界性知名品牌，在全
省铝工业转型升级中起到骨干引领作
用。”豫联集团董事长张洪恩表示。

“

喜看发展变化 共建美好家园
——“走进郑州都市区、助推四个河南建设”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徐建勋 何 可

产能全“绿色” 跑进“红名单”
豫联集团自主创新 加快铝工业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杨 凌 本报通讯员 刘玉蛟 李月清

亮点聚焦

郑州产经扫描

一个人一年能喝掉多少个用易
拉罐盛装的饮料？在美国，这个数字
是 480 只，日本是 220 只……而在中
国人均消费量仅有 20只。

专家预测，随着我国百姓生活水
平的迅速提高，易拉罐消费将会呈现

爆炸式增长，按近几年 15%的年均增长率计算，
未来 5 年，我省的易拉罐消费量将达到 100 万
吨。无论是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都存在着巨
大的市场需求。

差距就是机遇。2009年，豫联集团开工建设
高性能铝合金特种铝材项目，产品定位于对加工
设备要求高、市场供应厂家少、生产工艺要求高、
准入门槛高的高附加值产品。产品既可替代进
口满足国内高端需求，也可参与国际竞争。其目
标产品为 25 万吨易拉罐料、10 万吨汽车板料、5
万吨高端印刷版基材等。今年 8月中旬，豫联集
团的铝精深加工产品成功实现批量出口，企业步
入快速发展期。

在车用铝合金板带领域，豫联同样在加快脚
步。当前，车身轻量化和使用清洁环保能源已成
为汽车业发展的两大方向，按照目前中国汽车工
业的发展态势，预计到 2015年，中国汽车工业用
铝合金板带的使用量将达到每年 55万吨～60万
吨，铝合金薄板、中厚板将得到广泛应用。豫联
集团以高品质原铝为保障，依托现代化铝材加工
设备，利用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建的“先进铝合金
材料联合研究中心”，快速进军汽车板制造领域。

目前，豫联集团已与数十家下游大型铝加工
客户开展了合作，初步建立了国内销售网络，并
成功开通阿里巴巴国际站，国内外市场开发逐渐
成熟，逐步转向优选客户、优选订单、批量化生产
的崭新阶段。

2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利用全产业
链优势，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全面加快
由传统铝电领域向铝精深加工领域的
转型升级，是豫联集团长期的战略目
标。

为打造世界一流品牌，豫联集团积
极实施人才战略，全面启动“千百十”专业技术人才
规划，计划用 3年时间，通过内部培养、公开选拔、国
内外引进等方式，培养 1000名铝深加工技术产业工
人、100名铝深加工专业技术骨干人才、20名铝深加
工专业技术高端人才。

近段时间，豫联集团又邀请 7名具有几十年铝
加工经验的国外专家组建了技术支持团队，从组
织构架、板块岗位、职责描述及绩效考核等各个方
面对企业管理模式进行全新设计，以期用专业化
的管理实现专业化的生产，开发世界一流铝精深
加工产品。

在科技创新方面，豫联不断加大投入，也取得
了一系列行业瞩目的创新成果：牵头组建了“高效
节能铝电解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联合国内知名科
研院所在铝冶炼及铝合金领域积极合作，共实施
国家级科研项目 5项，获得专利 130余项；研发的

“铝电解系列不停电停（开）电解槽的装置及方法”
获得第十二届中国专利金奖……

“公司之所以能成长为行业内举足轻重的企
业，得益于我们始终将自主创新作为企业可持续
发展的原动力。”张洪恩如是说。

从粗放到集约，从低效到高效，高新技术与传
统产业“嫁接”，让传统产业充满了活力，绽放出动
人光彩。今年以来，豫联集团已在精铝产业化、汽
车板领域取得阶段性进展，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
116.22 亿 元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加 15.81 亿 元 ，上 升
15.75%，利润比去年同期减亏 76.51%。“下一步，
豫联将在巩固完善煤、电、铝、深加工全产业链优
势基础上，加快走向‘高精特优’。”张洪恩说。

向着国际一流铝精深加工企业的目标，一艘
巨轮已经起航。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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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精深加工产品

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1+4”热连轧生产线

鸟瞰豫联工业园区

郑州都市区
根据《郑州都市区总体规划（2012~2030）》，

郑州都市区的发展定位为(一区三城)，即国家中
心城市、国际航空大都市、世界文化旅游名城、
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确定都市区的战略格
局为“一主、一城、三区、四组团，一带、两翼、三
轴”，建立“一主、一城、三区、四组团、26 个新市
镇、若干新型农村社区”的新型城镇体系。

“一主”即主城区，为都市区现代综合服务
中心，功能定位为“国家级商贸中心，区域性金
融服务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一城”就是航空经济新城。
“三区”即东部、南部、西部三个新城区，主

要承担新的城市功能，并疏解主城区人口和功
能。其中东部新城为“省级公共文化行政服务
中心、先进制造业基地”，南部新城为“区域性商
贸物流中心”，西部新城为“通用航空产业基地、
区域性医疗健康中心、新材料生产基地”。

根据规划，郑州都市区确定规划目标为：活
力郑州、幸福都市，涵盖田园都市、畅通都市、宜
业都市、宜居都市、魅力都市、创新都市建设六
个方面。近期，2015年，人口规模约 950万人；远
期，2030年，人口规模约 1300万人。

▶▶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