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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推进现代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发展壮大
——开封汴西产业集聚区百亿产业集群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张永恒
本报通讯员 高帆

开封汴西产业集聚区规划面积
65.89平方公里，主导产业为汽车、农机
及零部件、现代装备制造、电子信息
等。近年来，开封汴西产业集聚区坚持
聚合产业资源、提升产业结构、培育发
展优势，形成了以奇瑞汽车、奇瑞重工、
日本住友等为龙头的汽车及零部件产
业集群，逐步成为郑汴新区汽车及零部
件产业的重要核心和中部地区的主要
生产节点；以河南煤化大型空分设备、
煤化重型装备制造、黄河空分等为龙头
的特色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形成了产品
门类齐全、产业链条完整、产业特色突
出的国家级特色产业基地。先后荣获

“省十优产业集聚区”“省十强产业集聚
区”“省二星级产业集聚区”称号。

聚合资源，做大汽车及
零部件产业集群

在发展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方面，开
封一无基础，二无经验，三无技术和人
才。然而，基于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准确
把握，开封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地打
造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硬是在这张“白
纸”上勾勒出开封几代人怀揣的“汽车
梦”。一是依托海马零部件配套企业的
入驻，奠定汽车产业发展基础。2007年
海马汽车集团谋划在中原布局，开封抢
抓这一机遇，围绕如何培育汽车产业发
展，学经验、引人才，建项目、做配套，给
政策、强服务，编制了《汽车及零部件产
业发展规划》，成立了专门的汽车及零
部件产业招商局，在上下拧成一股绳的
努力下，最终将海马汽车集团河南生产
基地的14家配套企业引进来。这一举
措，为构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奠定
了基础。二是吸引奇瑞整车厂落户，依

凤引凰来。为了吸引奇瑞落户开封，开
封把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作为产业转型
的重要抓手，开封市主要领导几乎每周
两次前往安徽芜湖洽谈，专门建立工作
组全程跟踪服务，终于使奇瑞项目引进
当年就实现了微车租赁厂房下线生产，
去年上半年新厂建成投产，仅过半年时
间，开瑞绿卡又下线生产。目前，随着
奇瑞的进驻，住友电工、中国兵器、武汉
钢铁、昆山麦格纳、东风南方、扬州亚
普、北奔重卡等一批国内外500强企业
相继落户，使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条不
断拉长、产业核心竞争力逐步提高。三
是变“落户”为“扎根”，加快培育产业集
群。汴西产业集聚区一方面鼓励各项
目建立研发中心，通过自主创新提高产
品市场占有率、抢占新产品市场。奇瑞
卡车已将研发中心迁至开封，加快了新
款汽车投放市场的速度。此外，总投资
15亿元的祥华北奔及其研发中心项目

已开工建设。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引
进与已有汽车及零部件功能配套的企
业，拉长、增粗产业链，引导企业主动

“招揽”与之配套的上下游企业，形成整
车制造与零部件生产相互促进、互动发
展的格局。奇瑞不仅吸引涵盖汽车门
锁、压缩机、空调、车桥、刹车系统、消声
器、仪表板等100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
入驻汴西产业集聚区，而且带动了配套
企业发展。如宏文机械为奇瑞生产的
汽车零部件产品，基本是当天生产当天
销售，一旦奇瑞产能全部释放，该企业
产量将由2万套达到6万套，实现销售
收入由7000万元突破2亿元。

提升结构，做优特色装
备制造产业集群

汴西产业集聚区按照建设现代产
业集群的要求，强化协作，改善服务，落

实措施，一个产业集聚、配套紧密的特
色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初具规模。一是
加快调整产业格局。以提升企业核心
竞争力为基础，发挥产业集群效应，推
动装备制造产业基本形成空分装备制
造、阀门制造和金属钢构制造等行业齐
头并进的产业格局。目前，以河南煤化
开封大型空分设备、开元空分、黄河空
分、东京空分等为主力军的空分特色产
业约占全国市场份额的1/3，并具备10
万等级及以上的特大型空分装备制造
能力。以天元网架、安利达金属、诚信
钢结构等为代表的金属钢构制造企业
产品占有国内外市场份额逐年增加，主
营业务收入突破20亿元大关。二是加
快行业资源整合。全力推进企业优势
资源整合，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强
力锚固、宏桥预应力等6家企业着眼未
来，抱团携手共谋发展，率先实现了行
业内部的优势资源整合，组建了开封强

力预应力集团，使企业综合效益显著提
升。目前30多家预应力制造企业占有
全国预应力市场30%以上的份额。三
是加快产业向集群转变。通过开展战
略合作，大力招商引资，加快项目建设
进度，实现了产业集群发展。如总投资
19亿元的煤化重装项目将建成以高端
成套煤机制造为主的大型煤机生产企
业。目前，河南煤化重装、河南煤化开
封大型空分、平原非标准装备、茂盛粮
食机械、开封特耐、新开电气等一大批
龙头骨干企业涌现，使装备制造产业规
模迅速壮大，国家级空分设备特色产业
基地已得到批复。

立足“三要”，促进战略
新兴产业集聚发展

“三要”，即产业层次要高，高端发
展要素要集聚，体制机制要创新。在具
体实施上，主要突出招大引强、产业集
聚、园区化发展、项目支撑四项措施。
一是加快项目建设。始终坚持项目建
设是集聚区的发展命脉，实行领导分包
重点项目责任制。重点加快总投资
110亿元的北大方正、总投资15亿元
的祥华汽车、总投资100亿元的永基传
媒、总投资20亿元的中原明珠、总投资
27.2亿元的香港爪哇、总投资16亿元
的市中心医院等137个大项目建设；重
点推进总投资500多亿元的郑开大道
两侧的40个项目和铁南工业区50多
个工业项目建设，确保早见成效。二是
大力招商引资。持续推进“对外开放提
升年”活动，加大产业招商力度，强化招
商引资举措，坚持把眼光瞄准世界500
强、国内100强企业，重点围绕汽车农
机零部件、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
产业，着力引进高端战略合作者，积极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三是加快产业发
展。坚持把“八园”作为集聚区建设的

主阵地、产业发展的大平台、高新企业
的孵化器，大力发展壮大汽车及零部
件、空分设备和农机制造等主导产业，
加快培育电子信息、生物科技、文化创
意、现代服务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
成产业发展的新格局。

开封汴西产业集聚区将牢牢把握
中原经济区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建设、郑汴一体化发展等战略机
遇，主动担责，敢于攻坚，努力使集聚区
跨越发展的活力保持得更好、动力增强
得更快、潜力积聚得更足，为中原经济
区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奇瑞汽车生产车间一角

中联重科农机产品整车生产线

开封空分设备生产车间

开封示范区电子商务生态峰会

新华社北京 11月 2日电 中华全
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第二十六届
中国新闻奖、第十四届长江韬奋奖评
选 11月 2日揭晓。来自全国报社、通
讯社、电台、电视台和新闻网站的256
件作品获中国新闻奖，其中特别奖 3
件，一等奖 40 件（含 10 个新闻名专
栏），二等奖 85件，三等奖 128件；20
名新闻工作者获长江韬奋奖，其中长
江系列10名，韬奋系列10名。

获本届中国新闻奖特别奖的新华
社通讯《胜利的号角·和平的宣示》描
写细腻，现场感强、历史感强，充分展
示中国人民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
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决心；人民日报
评论《凝聚当代中国的价值公约数
——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直面社会现实，生动、鲜活地阐释
重大而又深刻的时代主题，思想性强，
说理性强，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磅力作；中央电视台电

视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在京
隆重举行》选材精心，以镜头语言呈现
纪念大会庄重热烈氛围，展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进程中重要历史现场。获
一等奖的四川日报文字消息《629户人
的藏乡走出359名大学生》、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广播系列《致我们正在消逝
的文化印记》、江苏广播电视总台电视
访谈《老冯家的“传家宝”》等作品角度
新颖，报道生动鲜活，体现了记者敏锐
的洞察力和深入扎实的采访作风。人
民日报中央厨房采访制作的《Who
is Xi Dada?》生动活泼地展示了外国
留学生眼中的中国领导人的形象，语
言清新，形式新颖，充分体现了新媒体
的特点。获新闻名专栏的经济日报
《视点》、长江日报《市民大讲堂》、江苏
广播电视总台《网罗天下》、大众网《独
立调查》等栏目深入解析社会热点，积
极回应大众关切，澄清谬误、明辨是

非，传递社会正能量，为全面深化改革
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体现了媒体的社
会责任和使命担当。

第十四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10
名获奖者是（按姓氏笔画排序）：宁夏
日报报业集团王健、云南日报报业集
团王雪飞、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平萍、四
川广播电视台刘成安、山西广播电视
台许凌云、新疆日报社阿不都许库尔·
阿不都克里木、新华社徐江善、光明日
报社唐湘岳、江西广播电视台曾佳、经
济日报社管斌。韬奋系列10名获奖者
是（按姓氏笔画排序）：工人日报社王
金海、解放军报社刘业勇、中央电视台
许强、人民日报社杨涌、中国青年报社
吴湘韩、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张勤、深圳
报业集团陈寅、贵州广播电视台陈霞、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金威、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胡国华。他们多年来坚持党性
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争当党
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

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
守望者；他们牢记社会责任，甘于奉
献、勇于担当，积极弘扬职业精神、恪
守职业道德，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作
出了新的贡献，成为党和人民放心的
优秀新闻工作者。

中国记协将于近期举办第二十六
届中国新闻奖、第十四届长江韬奋奖
颁奖会，为本届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
奖获奖者颁奖。

又讯 本报推荐的作品《马氏“兄
弟”跨越二十年的诚信》（作者：王国
庆，阙爱民，童浩麟，编辑：赵铁军，李
芳）讲述了开封人马保东与新疆哈密
人马奋勇20年交往中坚持诚信友爱、
增进民族团结的感人故事，荣获中国
新闻奖通讯类一等奖；河南电视台拍
摄的《静默的山碑——长渠如歌 红旗
渠通水五十周年》（作者：杨亮，翟国
鹏，刘林军，时舜英，陈鹏）荣获电视专
题类二等奖。②15 （本报记者）

第二十六届中国新闻奖
暨第十四届长江韬奋奖评选揭晓
本报记者平萍喜获长江奖，本报通讯《马氏“兄弟”跨越二十年的诚信》荣获一等奖

据新华社北京 11月 2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2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几内
亚总统孔戴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决定
建立中几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
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
果为契机，全面深化拓展两国各领域
友好互利合作，为中几关系开创更加
广阔的未来。

习近平指出，几内亚是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外交
关系的国家。57年来，双方始终真诚
友好、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一贯相互理解和支
持，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经受住了国际
风云变幻的考验，历久弥坚。中方愿
同几方一道，充分发挥两国传统友好
和经济互补两大优势，为发展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注入新动力。

习近平强调，中几要坚持从战略
高度和长远角度谋划和发展双边关
系，加强两国政府、执政党、立法机构、
地方政府等各领域人员交流合作，巩
固两国长期友好的政治基础。中方坚
定支持几内亚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

展道路。双方要深化经贸互利合作，
落实好有关合作项目。中方愿同几方
拓展农业合作，帮助几方提高农业生
产水平，实现粮食安全。中方愿同几
方开展资源开发战略合作，并带动铁
路、港口、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
和产能合作，支持几方将资源优势转
化为发展成果，实现自主可持续发
展。中方愿同几方加强文化、教育、卫
生、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两国人
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中方愿同几方全
面加强国际协作，就中非可再生能源

领域合作、气候变化、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非洲和平安全等国际和地区
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共同维护发展
中国家正当权益。

习近平指出，当前，非洲各国探索
适合自身国情发展道路势头强劲，联
合自强和一体化进程快速发展。中方
将秉持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
义利观，全面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约翰
内斯堡峰会成果，把实现自身发展同
助力非洲自主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起
来，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新华社北京11月 2日电 记者2
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人民法
院与国土资源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
于推进信息共享和网络执行查询机
制建设的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
与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推进信息共享
和网络执行查询机制建设，依法查询
被执行人的不动产登记信息。

意见要求，要结合不动产登记信
息管理基础平台和网络执行查询机
制建设情况，突出重点，稳步推进网
络执行查询机制建设。已建立“点对
点”网络查询机制的地区，要严格按
照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联合制
定的《人民法院网络查询不动产登记
信息技术规范（试行）》的要求改造系
统，尽快完成与最高人民法院网络查
控系统的对接，建立“点对总”网络查
控机制，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汇总全
国各级人民法院的查询申请，通过专

线提交至相应地区的不动产登记机
构。

尚未建立“点对点”网络查询机
制的地区，要抓紧与同级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建立网络对接，并按照上述技
术规范要求研发查控软件，开展信息
共享，推进“点对总”网络查询机制建
设，优先在已经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
制度的地区开展试点，逐步推广。

意见明确，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
人民法院的查询申请进行统一查询
和反馈，反馈的结果主要包括不动产
权利人和不动产坐落、面积、位置等
基本情况，以及抵押、查封、地役权等
信息。意见同时强调，各级人民法院
和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不
动产登记信息安全保密工作，严格执
行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制度，通过建
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和采取必要措施，
确保不动产登记信息安全。

习近平同几内亚总统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决定建立中几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最高法、国土资源部联合发文

推进信息共享依法查询
被执行人不动产登记信息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环境
保护部 2 日公布的《全国生态保护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划定
生态保护红线，到 2020年基本建立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1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
干意见》，提出要按照山水林田湖系
统保护的思路，实现一条红线管控重
要生态空间。

对此，环保部这份纲要提出，按
照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原
则，各省（区、市）在科学评估的基础
上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根据纲要，2017年底前，京津冀
区域、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区、市）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2018年底前，各
省（区、市）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2020年底前，各省（区、市）完成勘界
定标。在各省（区、市）生态保护红线
的基础上，环保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
形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向国务院报
告，并向社会公开发布。

纲要还提出，推动建立和完善生
态保护红线管控措施。推动将生态
保护红线作为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的基础。各地组织开展现状调查，
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台账系统，识别受
损生态系统类型和分布。定期组织
开展生态保护红线评价，及时掌握全
国、重点区域、县域生态保护红线生
态功能状况及动态变化。推动建立
和完善生态保护红线补偿机制。

我国到2020年
基本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