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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

高端访谈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
一千河。”11 月 1 日，在 2014 中国

（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现
场，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副政委
高小燕用毛泽东的这句诗形容即
将到来的“高分”时代。

“高分观测系统听起来似乎
很‘高大上’，其实与国土安全、城
乡规划、农业生产，甚至我们每个
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高小燕
说，通过航空航天遥感获取的海
量观测数据应用范围很广，如交
通运输和物流业用于交通制图和
交通监测，农业用于计算种植面

积、判断长势、估计产量，能源勘
探行业用于油气田的规划勘探、
信息统计、环境评估等。

“原来我们要向国外购买数
据，现在可以靠自己了，打破了我
国高分数据长期依赖进口的局
面。”高小燕说。

高小燕介绍，目前，高分用户
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为国家应
急体系、社会公用事业、防灾减灾
和国防建设等公益性用途提供数
据需求。另一方面，大量潜在的
商业用户和大众消费市场，对高
分数据的需求正在逐步释放，增
值服务空间巨大。

为充分利用国家高分卫星资

源，国家国防科工局日前批复同
意我省设立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
统河南数据与应用中心。借产业
转移对接会的契机，解放军信息
工程大学与省国防科工局签订合
作协议，双方将以高分和北斗系
统为重点，共同推进空间信息数
据与应用中心和空间信息产业园
建设。

“这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和商
业价值，可对商业和人口聚集区域
提供精细化的应用服务支撑，对河
南信息应用企业开展商业化信息
增值服务、推动空间信息产业发展
及改善人民生产生活都具有重要
意义。”高小燕说。③6

“高分”离我们并不遥远
——访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副政委高小燕

□本报记者 宋 敏

本报讯（记者卢 松）目前，农
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已经到了由“重
量、轻质”向“量质齐升”转变的阶
段。11月 2日，“恒农合作——合作
社规范升级专题报告会”在郑州举
行，来自农民日报、中国农科院、省内
外近 50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
长齐聚一堂，就农民专业合作社如
何规范运营等话题进行深入交流。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崛起成长，
在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
题，如有许多成立后并没有运转的

“空壳社”、“休眠社”、“挂牌社”；一
些合作社内部管理机制形同虚设，
社内资金使用不够规范，虽有章程

和管理办法，但执行不力；部分合
作社在经营过程中，将社员用于生
产经营的互助资金进行投机性投
资，带来很大金融风险……

对此，“恒农合作”合作社连锁
机构负责人王现奇直言不讳地说，
传统的合作社经营时代已一去不
返，合作社规范经营、自律经营、抱
团经营、品牌化运作是今后的发展
方向。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
研究所研究员夏英则表示，要发挥
政策的激励和导向作用，把运行规
范的合作社作为政策扶持重点，引
导合作社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民主
管理，增强服务意识，提升发展质
量。③6

规范运营促合作社升级

“对于河南我并不陌生，可以
说是老相识。”10 月 31 日，在前往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路
上，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尤政热衷科研的
做派与风格显现无遗，“河南的
GDP 在全国排名第五，以郑州为
龙头的中原经济区工业发展突飞
猛进，这些都是河南在为中西部
提速发展作贡献的印证。”他的语
速极快，思路更领先于此，与同行
的其他院士不断交流。

“区域经济的发展首先要客
观、科学地选定产业目标。”当他了

解到郑州目前以发展汽车制造、航
空物流、生物医药等产业为定位
时，立刻兴致盎然，极为流畅地倒
出自己的观点：以郑州新郑机场为
原点，一个半小时的航程内可以覆
盖全国三分之二的主要城市和五
分之三的人口，这样得天独厚的区
位优势，为河南的经济腾飞与产业
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加之航空港
上升为国家战略，河南正在向自己
的美好未来大步前行。

在新郑机场二期工程施工现
场，尤政院士饶有兴趣地了解相
关情况。他告诉记者：“郑州发展
航空产业，航空机械制造业也是
其中的重头戏，全方位、多业态的

发展，能够打造更有市场竞争力
的航空产业。”

他认为，河南在密切关注产
业转移对接的同时，也应高度重
视对产业推动极具核心价值与特
殊意义的高精端人才的引进。“加
强与北京等地区的高校和科研院
所的联络，从而提升区域产业发
展。”尤政强调。

“过去十几年间，与河南的安
阳、洛阳、郑州等多个地方有过密
切合作，与河南有着日积月累的深
厚感情，期待以后与河南能够有更
多的合作，为河南的经济发展与产
业升级贡献力量。”尤政院士的话
语间，流露着肺腑之情。③6

期待与河南更多亲密合作
——访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尤政

□本报记者 李 林

“招商引资在国内的概念正在
悄然发生改变。”10 月 31 日，中国
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副秘书长龚
晓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
叫招商引资，现在却逐渐演变为挑
商选资。“为什么呢？现在的招商
和过去已经不一样了，土地没有了
价格优势，劳动力的价格也在一直
上涨。此外，地方政府在特事特办
的招商过程中也很少再触碰政策
红线了。”龚晓峰认为，地方政府必
须尽快找准自己的定位，要专业招
商、定点招商、定向招商。

他表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商业业态出现了一些新的变
化和发展趋势。“在政策越来越规

范的大背景下，首先，服务的形式
和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其次，劳动
力价格虽然不断上涨，熟练程度却
越来越高；再者，物流体系的发展
速度超乎想象，大大提高了货物的
流通速度；最后，随着国际交流的
不断增多，商业创新层出不穷，大
大激发了市场活力。”

“一定要建立专业的招商队
伍。”龚晓峰说，想上马高科技产
业，招商的队伍得具备专业的素
质，懂得怎么筛选和判断。“此外，
我认为企业的主题培训非常重要，
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将引进来与继
续培育相结合。培育同一产业链
条上的小企业与大企业相配套，经
常性地组织技能培训，提高就业人
员的整体素质。”③6

“招商引资”变“挑商选资”
□本报记者 郭 戈

10 月 31 日，出席“院士中原
行”座谈会的庞国芳院士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以漯河为代表的河
南食品产业已位居全国先进行列，
河南食品产业未来发展要强化品
牌战略。

目前，漯河已经形成千亿级食
品产业集群，全国各地都可以吃到
漯河的食品。那么下一步，漯河乃
至河南食品产业向更高层次提升
的关键在哪里？庞国芳认为，强化

品牌战略至关重要。“特别是双汇
收购美国史密斯菲尔德，对咱们振
兴民族食品工业，提高发展层次，
创造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庞国芳分析，国外食品企业能
大举进入中国市场，首要因素就是
品牌，好多企业都是几十年、百年
的品牌，品牌就是真金白银。像双
汇，品牌在国内已经叫响，现在通
过收购国外品牌打出去，下一步怎
样把品牌做好，要上升到战略高
度，河南应当精心培育它，使中国
双汇的食品行销世界各地。③6

品牌就是真金白银
□本报记者 王冠星

本报讯（记者童浩麟 通讯员
孙百乐）“兰考不仅要有焦裕禄精
神发源地这个政治品牌，更要在产
业发展上下功夫，形成响当当的属
于兰考的产业品牌。”在 10 月 31 日
下午举行的 2014 中国（郑州）产业
转移系列对接活动兰考县振兴主
导产业专题推介会上，中国家具协
会会长朱长岭说。

参加此次对接活动的兰考县，
以家具加工、机械设备、农产品加
工三大产业，吸引了来自全国的
150 多家知名企业。兰考已形成
了以桐木加工为主导的家具、乐器
产业。2013 年民族乐器产业产值
达到 15 亿元，产品市场份额占到
全国 70%以上。

“兰考家具生产已经基本上具
备了完备的产业链条。但品牌的
影响力和生产规模还远远不够。”
朱长岭为兰考产业把脉。“这次与
会的不少企业就是看中了兰考的
产业资源。有了这些大企业，兰考
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据了解，今年以来，新一轮发
展机遇不断被兰考县抓住：先后被
列为全省改革发展先行试验示范
点和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兰考从昔日的‘三害’之地，变
成了生态之县，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产业资源。”安阳众品食业
负责人本保科说，“我们将借助兰考
丰厚的人力、农业资源发展农产品加
工，实现企业、政府、百姓多赢。”③6

政治品牌产业品牌都要有

本报讯 （记 者 杜 君）“Very
Good！ 平 均 造 林 合 格 率 高 达
97.6% ，森 林 经 营 管 理 合 格 率 为
96.4%。”德国 DFS 咨询公司阿尔
弗雷德·皮特乐教授日前对“中德
财政合作河南省农户林业发展项
目”中，2009～2012 年度的营造林
和 2014 年森林经营管理进行国际
监测后，伸出大拇指。

“今年是国际监测的最后一
次，也是监测结果最好的一年。这
意味着，中德财政合作河南省农户
林业发展项目营造林任务在我省
圆满完成。”11 月 2 日，省林业厅项
目办主任肖武奇表示。

据介绍，2007 年启动的该项
目，是德国政府向我国提供的无偿
援助项目，也是我省首个无偿援助
造林项目。项目实施期 8 年，总投
资折合人民币 1.2 亿元，德方赠款

和中方配套资金各 6000万元，建设
内容包括营造林 30817 公顷，开展
小流域综合治理示范、加强机构能
力建设、培训与技术推广等，涉及嵩
县、鲁山、南召和卢氏的38个乡镇。

“德援项目与其他林业项目的
最大不同，就是在项目实施前必须
进行由农户参加的参与式土地利
用规划。”肖武奇介绍，参与式土地
利用规划的核心，就是在技术人员
的指导下，由农户自己确定在土地
上种什么树，造什么林。此举既能
充分调动林农积极性，又能最大限
度地确保林农利益，为项目的顺利
实施奠定了良好基础。

据了解，项目实施以来，新造
林、封山育林、小流域治理、放牧控
制等措施的开展，使项目区森林覆
盖率明显提高，生物多样性更加丰
富，11273 户林农因此受益。③9

德国无偿援助我省造林项目

营造林任务圆满完成

11 月 1 日上午 9 时，郑州国际
会展中心 302 会议室座无虚席，内
蒙古自治区农畜产品加工产业合
作推介会准时开始。在其隔壁的
301 室，内蒙古自治区煤化工设备
及电力配套设备产业合作推介会
同步进行。此前一天下午，内蒙古
自治区电解铝、铝后深加工以及精
细化工产业转移洽谈会已经在郑
州国际会展中心成功举办。

在 2014 中国（郑州）产业转移
系列对接活动 15 项专题活动中，内
蒙古自治区密集举行了 3 场专项对
接活动“抢”项目。

“从 2012 中国（郑州）产业转移
系列对接活动仅作为协办方的中
西部 8 省（区），到本次作为共同主
办方并组织 7 场专项对接活动，反
映出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区域化

发展的新变化。”工业和信息化部
产业政策司负责人说。

合作“联姻”携手共谋发展
中西部省（区）要发展，首先是

合作“联姻”。
得天独厚的“天然牧场”使得

内蒙古乳制品行业迅猛发展。内
蒙古经信委相关负责人“如数家
珍”：2013 年，全区 165 户乳制品加
工 企 业 产 量 301 万 吨 ，销 售 收 入
563 亿元，居全国第一位，伊利集团
和蒙牛集团占 60%。事实上，这两
大乳制品巨头早已经“抢滩”中原：
2004 年，蒙牛集团焦作项目投产；
2006 年 ，伊 利 集 团 入 驻 平 顶 山 ；
2013 年，伊利集团年产 39 万吨液
奶项目在济源市投产……

煤炭资源丰富的内蒙古自治
区还是国家重要的清洁能源输出
基地和现代煤化工生产示范基地，

正 在 不 断 吸 引 国 内 相 关 企 业 聚
集。去年 4 月，我省世界 500 强企
业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与内蒙古锡
林郭勒盟正式签约，双方在煤炭资
源方面展开合作。

本次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
期间，安徽（亳州）农副产品深加工
专题对接会上，豫皖两省签订 29 个
合作项目，总投资 84.6 亿元；山西
运城的铝镁精深加工项目与汽车
工业项目以及河北特色产业园区
等也纷纷亮相寻找合作伙伴。

“取长补短”打造产业优势
“内蒙古自然资源相对丰富，

可以通过资源优化整合吸引企业
入驻，但已形成的能源、化工、农畜
产品加工等支柱产业的产业链相
对较短，没有形成对配套产业的需
求拉动力。”内蒙古自治区发展研
究中心有关专家说，提升内蒙古承

接转移的能力，补齐“短板”是关
键。在 3 场专项对接活动中，不少
企业与内蒙古达成战略合作意向，
一家湖南企业与内蒙古一家乳制
品企业当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产业从无到有突变，从小到
大倍增，从低到高跨越，这正是承
接产业转移的巨大‘魅力’。”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厅长王照平说，产业
转移落地之后，资金、技术、品牌、
市场随之而来，新的生产能力形成
将对地区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你追我赶”方能大显身手
如何在新一轮产业转移大潮

中大显身手？
从 国 际 上 看 ，为 应 对 金 融 危

机、债务危机，发达国家目前开始
推动再工业化，加大对本国企业资
金回流的鼓励，促进高端制造业回
归。而周边发展中国家也在效仿

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出台更为优惠
的措施，已有不少企业开始向越
南、印度、柬埔寨等地设厂布点。

参加本次产业转移系列对接
活动的中西部 8 省（区）也正以更大
的优惠政策纷纷抛出“橄榄枝”，比
环境，争客商，引项目，积极承接优
势产业转移。

继 2010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中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
见》后，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已经
初见成效。

“2014 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
列对接活动已经成为区域性产业
合作对接平台，中西部 8 省（区）借
助这个平台积极进行产业合作对
接。我们稍有懈怠，就很有可能落
在后面，一旦在竞争中败下阵来，
就会沦为国际和沿海资本‘跨梯
度’转移的‘通道’。”我省一位研究
产业转移的专家这样说。③6

清醒看待多省“抢”项目
□本报记者 谭 勇

11 月 1 日，濮阳中原油田石油化工总厂烟气脱硫脱硝装置综合塔
顺利吊装成功。装置投用后每年将减排二氧化硫 600 余吨，减排氮氧
化物 100余吨。⑤4 白国强 单建明 摄

▲11 月 1 日，在 2014 中国（郑州）国
际智能终端博览会上，一名观众在体
验体感互动游戏“天子驾六”。

东方IC供图
◀模特在向观众展示智能手机。

东方IC供图

观众正在体验智能信息技术带来的魅力。 CFP供图

“这是全国农民的一件大事，
更是河南省近 7000 万农民的一件
大事，也是全国 500 万村官的盛
事。讲好了村庄故事，就能讲好中
国故事。”

11 月 2 日，在代表们的意犹未
尽和恋恋不舍中，第十四届全国

“村长”论坛在漯河降下帷幕。在
两天的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们，沟通
交流、学习借鉴，探索新形势下农
村改革发展的新路子。

小村庄大舞台
小村落大民生

全国有 66 万多个行政村，河
南有 5 万多个。尽管是很小的社
会细胞，但却有一些村子让人耳熟
能详，一些“村官”令人赞不绝口。

吴协恩，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
会长，但这无疑远不如华西村党委
书记的身份耀眼。“吴仁宝、史来
贺、沈浩、李连成、王宏斌、林东风，
这些平凡的‘村官’在村庄成就了
一个个传奇。”安徽凤阳小岗村党
委书记张行宇说。

中国将近 7 亿农民的生产生
活与农村基层干部连在一起。群
众诉求千头万绪，柴米油盐是老百
姓的日子，看起来是“鸡毛蒜皮”，
但对老百姓来说件件都是头等大
事。小小村落，连着大民生。

“如果我们不能体恤群众疾苦，
不能牵挂百姓忧乐，不能带领大伙
过上好日子，就是不称职。”山西河
津市龙门村党委书记原贵生认为，

“村官”也是农民，只有时刻把群众

放在心上，把村庄发展落到实处，才
能是个好“村长”。

小村貌大形象
小村官大情怀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漯
河市源汇区干河陈村党委书记林
东风说，一个个美丽村庄合到一
起，才能构成美丽中国。

干河陈村曾经也是贫穷、落
后、脏乱差。林东风回村任职后，
十多年来带领全村党员干部村民
成功走出了一条以人为本、可持续
发展的城镇化之路，让村民们过上
了和谐幸福的新生活，让干河陈村
成为旅游观光的好去处。

“通过论坛这一平台，村子帮
村子，村庄带村庄，会有更多的村
子跟上来、富起来、美起来。”林东
风表示。

“村官”不是官，当好不容易。
“当‘村长’不易，当一个好‘村

长’更不易，必须有牺牲精神、奉献
精神、拼搏精神，要有大情怀。”山
东省临沂市平邑县九间棚村党委书
记刘嘉坤说，“吴仁宝、史来贺、王宏
斌，他们把群众当作家人，把群众的
事当作家事，把富民强村的事业当
作家业，能担当、肯奉献，成就了一
番事业，这些都值得我学习。”

他在发言中希望“村长”们把
群众拢在一起，带领大家一起走上
致富路，“这才叫本事”。

两天时间里，听“村长”讲一个
个村庄的故事，就像聆听着一个完
整的中国故事。

论坛有结束，交流无时限。他
们已约定：明年深秋，相聚玉龙雪
山！③6

“讲好村庄故事，
就能讲好中国故事”

——第十四届全国“村长”论坛综述

□本报记者 刘国挺 龚砚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