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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需求新供给，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第三章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抢抓产业转移和新一轮产业变革“两个机遇”，强化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
业培育“双轮驱动”，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提升农业
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繁荣网络经济，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第一节 建设先进制造业大省
坚持制造兴省，实施中国制造 2025 河南行动，一手抓高成长性制造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高端突破，一手抓传统产业脱胎换骨改造，加快向集群化、智能化、
绿色化、服务化升级，构建竞争优势明显的制造业体系。
突出壮大优势主导产业。以龙头企业为带动促进电子信息产业壮大规模，
以特色优势为重点推动高端装备制造业突破发展，以知名品牌为引领增创食品
工业新优势，以产品提质升级为导向促进消费品工业提速发展，持续提升装备制
造、食品工业两个万亿级产业能级，争取电子信息、消费品工业成为新的万亿级
产业，打造一批位居国内行业前列的制造业集聚地，带动全省制造业规模壮大、
结构跃升。
优势主导产业发展重点
电子信息产业。突出做大智能手机规模，形成高世代液晶面板规模化生产能力，完善研发设
计、应用软件、零部件产业链，积极发展可穿戴设备、智能电视等新型终端产品，建设全球规模最
大的智能终端研发生产基地。
装备制造产业。重点发展智能电气、现代农机、中高端数控机床、大型成套等特色优势装
备，积极发展轨道交通、节能环保等高成长装备，建设全国重要的智能装备制造基地。扩大节
能 与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业 规 模 ，建 设 具 有 国 际 竞 争 力 的 客 车 生 产 基 地 ，提 高 中 高 端 乘 用 车 市 场 占
有率，打造配套完善的纯电动汽车产业链，推动专用车产品创新发展，完善低速电动车规范运
营机制。
食品产业。做强面制品、肉制品等优势产业龙头品牌，扩大中高端冷链、配餐、休闲、保健饮品
等高成长食品产业规模、提升卷烟、油脂、果蔬等特色产业品牌竞争力，推动主食产业化和粮油深加
工，
加快培育打造绿色食品全产业链企业，
建设食品工业强省。支持漯河打造中国食品名城。
日用消费品工业。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突出发展智能家电、环保家具、餐橱卫浴、绿色家
装等现代家居产品，积极发展壮大首饰、生活快消品、时尚用品等产业，集群化发展服装、制鞋和
家用纺织品，建设一批配套完善的产业转移承接地。

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坚持战略需求和市场机制相结合，重点推动生
物医药、先进材料、先进机器人、储能和动力电池等产业向国内一流水平迈进，瞄
准技术变革速度快、颠覆经济模式潜力大的重大技术，争取物联网、基因检测、智
能微电网、增材制造(3D 打印)、人工智能、页岩气等领域实现产业化突破，抢占产
业发展先机。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点

第三节 战略导向
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必须有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更好地适应趋势、创造优
势、提升位势、形成胜势。
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
展，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
升。把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等
各方面创新，加快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实现由要素驱动为主向创新驱
动为主转变。把协调作为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推进四化同步科学发展，促
进城乡、区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和平衡性。
把绿色作为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构建“四区
三带”(太行山地生态区、伏牛山地生态区、桐柏大别山地生态区、平原生态涵养
区，沿黄生态涵养带、南水北调中线生态走廊、沿淮生态保育带)区域生态格局，实
施蓝天、碧水、乡村清洁重点工程，建设美丽河南。把开放作为繁荣发展的必由
之路，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完善载体平台，打造内陆开放高地，以扩大开放转换动
力、促进创新、推动改革、加快发展。把共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大力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加强社会事业、民生保障等领域的薄弱环节建设，使全
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厚植发展优势。突出实施开放带动主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强省
战略，切实把厚植优势作为引领发展行动的着眼点和立足点。强化竞争优势思
维，把是否具备比较优势作为经济决策的基本遵循，体现在方方面面的思路举措
中，找准比较优势，发挥已有优势、挖掘潜在优势，打造先发优势、利用后发优势，
推动局部优势向综合优势转变，加快提升综合竞争力，形成大枢纽带动大物流、
大物流带动大产业、大产业带动城市群、城市群带动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
的发展新局面。
突出战略重点。着眼解决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全局性、根本性、长
远性问题，紧紧围绕实施三大国家战略规划、推进“一个载体、四个体系、六大基
础”建设和促进四化同步科学发展，突出实施六大关键性举措。
——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适应和引领经济
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性调整，落实宏观政策要稳、产
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支柱，在适度
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加快培育
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推动社会生产力水
平整体改善。
——着力构建产业发展新体系。把加快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转换作为中心
任务，持续完善提升产业发展载体，坚定不移地走产业集群发展之路，实施中国
制造 2025 河南行动、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推进现代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建设先进制造业大省、高成长服务
业大省、现代农业大省、网络经济大省，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
——着力增强创新创业活力。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
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推进人力资源强省建设，打造区域核心创新创业载体，
突破技术创新关键环节，形成促进创新创业的体制架构和生态系统，激发全社会
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努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走在全国前列。
——着力提升中原城市群竞争力。把中原城市群作为彰显区域优势、参与
全球竞争的战略支撑，优化空间规划布局，推动大中小城市产业分工、基础设施、
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协调联动，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和人口集聚，加快新型城镇
化，全面提升综合实力和市场规模优势，形成中西部地区最具活力的发展区域，
打造支撑全国发展新的增长极。
——着力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全面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加快推进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和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建设，大力发展航空经济和多式
联运，完善现代交通枢纽，打造口岸优势，建设内陆型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跨境电
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外向型产业集群，形成有全球
影响力的内陆开放合作示范区。
——着力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突出短板。把补齐短板作为增强发展平衡
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的关键举措，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下更大力气改善生态环
境，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确保如期建成覆盖领域全面、覆盖人口
全面、覆盖区域全面的小康社会。

第二篇 培育创新发展新动力
把创新放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
创新中的引领作用，释放市场化改革和人力资本红利，强化基础设施支撑，创造

千亿级新兴产业：
生物医药。重点发展化学创新药、现代中药等优势产品积极发展生物技术药物和医疗器械，
加快重大新药和疫苗创制，建成国内一流的新型医药产业基地。
先进材料。重点发展新型功能材料和高品级超硬材料及制品，加快高强高模碳纤维研发和制
品产业化，积极发展石墨烯、纳米等新型材料，推动电子功能材料产业集聚发展，建设全国重要的
新材料产业基地。
先进机器人。培育引进龙头企业，加快关键零部件产业化，重点发展工业机器人，积极发展服
务机器人，开发具备增强传感器、机敏性与智能的机器人，建设洛阳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基地，
支持郑州、许昌、安阳等地发展特色机器人产业。
储能和动力电池。重点发展能量密度高、制造成本低的新型动力电池，积极开发城市微电网、
可再生能源发电、分布式和间歇式用能系统的储能电池，推动关键原材料产业化，建设全国有较强
竞争力的储能和动力电池产业基地。
先导性产业领域：
物联网。重点发展各类物理、化学、生物信息传感器，打造设计、制造和封装产业链，建设国内
有影响力的先进传感器研发和产业化基地。在农业生产、交通物流、城市管理等领域实施一批应
用示范工程，建设国家物联网重大应用示范工程试点省。
基因检测。推进基因检测技术在肿瘤、遗传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和感染性疾病等重大疾病
防治上的应用，开展基因检测国家试点。加强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合作，促进基因组学研究成果在
健康服务、生物育种、精准医疗方面应用。
智能微电网。加快突破适应新能源和分布式能源发展的微电网技术，创新运营管理体制，建
设一批智能微电网示范工程。
增材制造（３Ｄ打印）。培育引进３Ｄ打印专用材料、装备及核心器件生产企业，促进３Ｄ打
印技术推广应用，逐步形成产品设计、材料、关键器件、装备、工业应用等完整的产业链条。
人工智能。培育引进优势骨干企业，促进计算机视觉、智能语音处理、生物特征识别、自然语
言理解、智能决策控制以及新型人机交互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及产业化。
页岩气。加强核心技术引进和攻关，加快重点区块页岩气勘探开发，争取实现产业化突破。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坚持区别对待、分业施策，以产业链延伸为主攻方
向，推动冶金、建材、化工、轻纺等传统产业绿色化、循环化和高端化发展，积极推
进钢铁、建材等主要耗煤行业清洁生产，减少污染。支持企业瞄准国际同行业标
杆推进新一轮技术改造升级，全面提高产业技术、工艺装备、能效环保等水平。
综合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加快推动产业重组和产能转移，稳妥有
序处置特困企业，有效化解产能过剩。
传统产业转型发展重点
冶金工业。做精做强高级别高强度钢材，推动骨干钢铁企业向钢铁综合服务商转型。巩固提
升铝精深加工集群优势，扩大高性能轻型铝合金材料规模，进一步提高中高端铝精深加工比重。推
动黄金、铅锌、镁、钼等优势资源向精深加工绿色化转型发展。
建材工业。重点发展绿色建材，推动水泥行业整合，扩大水泥制品比重，结合走出去化解过
剩产能，提高产能利用率。推动协同处置城市生产垃圾。加快非金属矿深加工产品系列化、规模
化发展。
化学工业。推动化工产业园区化，促进石油化工与煤化工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甲醇深加工和高
端石化产品，延长甲醇、焦化深加工、尼龙化工和高端石化产品产业链，扩大化工新材料和精细化工
产业规模。支持濮阳石油化工、盐化工、煤化工融合发展。推进鹤壁煤化一体化项目。
轻纺工业。以技术升级和改造提升为重点，合理布局高水平印染、推动棉纺、印染和面料企业
链式集群发展，培育壮大包装印刷等特色产业集群。

实施“百千万”亿级优势产业集群培育工程。坚持集群化发展战略，依托产
业集聚区，按照成长性最好、竞争力最强、关联度最高的原则，做大做强优势主导
产业，有重点地培育新兴先导产业，推行专业化产业链集群式承接转移，以最佳
物流半径构建上下游衔接的区域产业链和支撑配套体系，省级层面重点打造万
亿级优势产业集群，以省辖市为主体打造千亿级主导产业集群，以县域为主体打
造百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建设一批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具有核心竞争优
势的集群品牌。
实施“三个对接”优势产业链培育工程。以培育持久竞争优势为基点，以双
向对接、全面创新为途径，发挥既有比较优势，转换不利生产要素，推动资源要
素、消费市场、关联产业、龙头企业等优势叠加，构建以中高端产品为主导的区
域特色产业链，培育一批千亿级产业集群，打造产业转型升级新支撑。推动生
物资源与终端消费品双向对接，促进饲料种植、畜牧养殖、精深加工和冷链物流
链式协同发展，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优势。推动矿产资源与终高端制成
品双向对接，突出发展高附加值消费品和整机类产品，加快资源优势向产业链
综 合 优 势 转 变 。 推 动“ 城 市 矿 山 ”与 再 生 制 品 双 向 对 接 ，大 力 发 展 资 源 综 合 利
用，培育循环经济产业链。
重点突破的“三个对接”优势产业链
牛养殖加工产业链。发挥消费市场和屠宰加工优势，破解肉牛资源不足等瓶颈制约，发展青
贮专用玉米和优质饲草种植，开展秸秆高效利用示范，建设一批标准化母牛繁育基地和肉牛养殖
场，加强副产物深加工利用，建设全国最大的肉牛产业化基地。
贵金属与珠宝玉石首饰产业链。发挥原材料、人力资源优势，培育引进知名珠宝玉石与贵金
属首饰企业，完善珠宝玉石进出口、设计创意、加工镶嵌、展示交易等平台，建设全国重要的珠宝玉
石与贵金属首饰产业基地。
非晶电气产业链。发挥非晶材料和潜在市场优势，突破非晶合金铁芯工艺技术，做大非晶合
金带材产业规模，推动非晶变压器、非晶电机等高效节能电气产业化和系列化发展，建设全国重要
的非晶电气产业基地。
废旧机电设备综合回收产业链。加快废旧机电设备、动力蓄电池和铅酸电池等资源化利用技
术装备研发应用，完善回收利用网络体系、推动规模化、集约化处理和再生利用，建设国内重要的
废旧机电设备回收利用基地。

实施智能制造应用示范工程。推进生产过程智能化，推动生产方式向柔性、
智能、精细转变，全面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以汽车、机械、电子、
冶金、石化、轻纺等行业为重点，建设行业云平台，加快企业装备和生产系统智能化
改造，建设一批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推进关键工序智能化、生产过程智能优化
控制、供应链及能源管理优化。加强工业互联网设施建设布局和示范推广，积极发
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制造、异地协同开发、云制造等智能制造新模式。
实施工业强基提质工程。聚焦制造业转型升级关键领域，实施技术改造升
级工程，以专项行动计划为抓手，全面提升基础制造能力，加快打造综合竞争优
势。推进“四基”提升行动计划，围绕突破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
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瓶颈，推动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和联合攻关，
引导整机企业与“四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产需对接，形成整机牵引和基础支
撑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开展工业强基示范应用，建立首台(套)、首批次奖励和风
险补偿机制，创建和认证一批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推进绿色制造行动
计划，加强节能环保技术、工艺、装备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开展高耗能行业能效水
平达标对标活动，开展重大节能环保、资源综合利用、再制造、低碳技术产业化示
范，建设绿色工厂、发展绿色园区。推进服务型制造行动计划，坚持示范试点先
行，积极发展全生命周期管理、网络精准营销和在线支持服务等新业务，推动有
条件的企业由提供设备向提供系统集成总承包服务转变。实施质量强省战略，
推进质量品牌提升行动计划，积极创建国家和省级知名品牌示范区，开展工业企
业品牌培育试点，推进国家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建设，支持龙头企业参与制定地
方、行业、国家和国际标准，建设一批省级以上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
工业“四基”发展重点
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重点发展电力电子器件、智能控制元器件、工业控制系统、光学器
件、精密铸锻、轴承、紧固件、齿轮、高压阀门、液压件、液力元件、气动元件、密封件、模具、精密刀具、
精密量仪等。
关键基础材料。重点发展超硬材料、高强机械用钢、高可靠密封材料、轻质高效保温绝热材料、
石化基础材料、稀土材料、非晶合金材料等。
先进基础工艺。重点研发绿色精密铸造技术、冷压精密成形技术、激光及激光电弧复合焊接技
术和铝、镁合金、钛合金件表面处理与强化技术以及节能环保热处理工艺，发展工程化微米、亚微米
加工工艺和封装技术。
产业技术基础。重点围绕研发设计、检验检测、试验验证、标准制修订、技术成果转化、信息与知
识产权运用服务等方面的共性需求，
建设一批关键技术基础服务平台，
完善重点产业技术基础体系。

推进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以产业重构为重点，推进老旧社
区、老工业企业厂房改造，完善基础设施，基本完成纳入国家规划的 9 个城区老工
业区搬迁改造，建设老工业基地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突出培育接续替代产业，
完善提升城市综合功能，支持焦作市、濮阳市和灵宝市等资源枯竭城市加快发
展，推动成熟型资源城市转型发展。加快平顶山市石龙区、鹤壁市鹤山区、南阳
市官庄工区等独立工矿区搬迁改造，推进新密市、永城市、宝丰县等重点采煤沉
陷区综合治理。

第二节 建设高成长服务业大省
坚持市场需求引领、重点产业带动、服务能力提升，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
业行动，以现代物流和现代金融引领生产性服务业跨越发展，以精细化、品质提
升为导向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提速发展，突出新业态发展、新热点培育、新技术应
用，促进服务业比重提高、结构优化、竞争力增强。
做大做强生产性服务业。突出发展现代物流、现代金融，加快壮大电子商
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专业生产服务、服务外包等产业规模，打造中西部生产
性服务业高地。建设国际物流中心，大力发展航空物流、国际多式联运、快递物
流、保税物流，支持第三方、第四方物流发展，构建国际、区域、城市三级物流网络
体系，打造辐射东中西、连接境内外的物流通道枢纽。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壮
大银行、证券、保险主体金融业，扩大“金融豫军”规模，规范和支持非银行金融机
构发展，加强农村金融、消费金融、绿色金融、融资租赁、离岸金融等产品和服务
方式创新，基本建成郑东新区金融集聚核心功能区。提升商务服务水平，大力发
展总部经济和会展经济，促进广告、咨询、商务中介、人力资源服务等行业向“专
精特优”方向发展。深化专业化分工，创新服务产品和模式，加快发展与制造业
联系紧密的研发设计、检验检测、节能环保服务、售后服务等服务业，引导生产企
业加快服务环节专业化分离和外包。开拓服务外包业务市场，建设服务外包基
地。积极推进通用航空服务产业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重点
现代物流业。重点建设郑州国际物流中心，推动区域物流节点城市完善服务功能，建成２－３
家国家级和５０家省级示范物流园区、１００座城市配送中心。到２０２０年，物流业增加值突破
３０００亿元。
金融业。壮大中原银行、中原证券、中原农业保险、中原信托、中原资产、中原股权交易中心等地
方金融主体，组建本土法人寿险公司、民营银行，设立一批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推动郑东
新区金融集聚核心功能区建成中原经济区金融机构及企业总部集聚中心、商品期货交易与定价中
心、要素市场交易中心、金融后台服务中心和金融服务改革创新实验区。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实验区
建设，农信社全部改制为农商行，村镇银行实现县域全覆盖。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到２０２０年，
金融业增加值突破３０００亿元。
商务服务。推动中心城市吸引国内外企业设立地区总部、功能性机构，打造具有投资决策、资金
管理、研发、采购销售等功能的区域性管理营运中心。引进培育一批国家级、区域性品牌展会，巩固
提升郑州区域性会展中心地位。培育１０００家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专业生产服务。新增１５个国家级工程研发机构和１５个重点实验室，培育８家国家级工业设
计中心和５０个省级中心，６个省级工业设计基地和示范园区。建成国家质检中心郑州综合检测基
地等检验检测高技术服务平台，６０个国家质检中心和检测重点实验室。
服务外包。推动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和示范园区建设，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申建国家服务外包城市。

拓展提升生活性服务业。提升旅游、文化产业内涵和附加值，创新发展商贸
流通业，增加健康养老、居民和家庭等服务供给，促进大众化合理消费，普及社区
便民消费，发展智慧生活消费，开拓个性化品质消费，完善重要商品追溯体系和
市场调控机制，提升安全消费水平，建设中西部地区特色消费中心。实施旅游服
务质量提升工程，建设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和全国重要的旅游集散中心，突出
“老家河南”主题，打造郑汴洛焦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培育伏牛山、太行山、桐柏—
大别山、沿黄生态旅游发展区，在重点生态廊道和城市周边建设一批都市生态休
闲旅游发展区。适应新业态发展趋势，强化线上线下融合互动，推动传统商圈向
体验式智慧化转型，发展会商旅文体联动新模式，培育高品牌价值企业。引导社
会资本积极投入健康、养老、家庭服务等领域，健全服务网络，发展大健康产业。
适应大众消费新需求、新趋势，创新住宿餐饮营销管理模式。推广优质服务承诺
标识制度，实施生活性服务业放心行动计划。
生活性服务业发展重点
旅游业。建设郑汴洛焦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打造一批文化旅游、乡村旅游、生态旅游、红色旅游、
特色旅游精品线路和品牌景区，塑造国际国内旅游形象品牌。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完善旅游公
路、旅游厕所、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打造一批智慧旅游酒店、旅游景区、旅游城市。积极创建国
家公园，培育 2—3 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新增 5—8 个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支持有条件的省辖
市、县（市、区）发展全域旅游。支持兰考县建设红色旅游示范区。
商贸流通。推动传统商业向主题型、体验式、智慧化商业中心转型，建成一批以大型商业综合
体为核心的新商圈，推广“电子商务平台+社区智能便利店+集成网络终端”社区商业模式。积极
发展绿色酒店、主题酒店、客栈民宿、快餐团餐、农家乐等细分业态，建设发展中央厨房、电子商务
平台、食品安全体系等配套设施。
健康服务。鼓励发展健康体检、专业护理、健康咨询、健康文化、健康旅游、体育健身等多样化
健康服务。支持第三方健康服务调查评价机构发展。积极发展健康保险。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规
划建设健康养生基地项目。
养老服务。大力发展基本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紧急救援等居家养老服务，加快发
展供养型、养护型、医护型养老服务机构，积极发展智能养老服务等新型服务，开发切合农村实际
需求的养老服务方式。规划建设一批各具特色的养老健康产业示范园区。推进洛阳、漯河养老服
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建设。
家庭服务。积极发展家政服务、社区服务、家庭教育等新兴业态，整合、充实、升级家庭服务业
公共平台，实现一网多能、跨区域服务，加大家庭服务人员培训力度，推进从业者职业化、专业化，
培育具有特色的家庭服务品牌。

第三节 建设现代农业大省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以集约、高效、绿色、
可持续为方向，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
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建设全国新型农业现代化先行区。
（下转第十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