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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五大主导产业 建设先进制造业强省
《河南省推进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项行动方案（2016～2018）
》解读
□本报记者 陈辉

《河 南 省 推 进 制 造 业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专 项 行 动 方 案
（2016～2018）
》
（以下简称《方案》），提出以建设先进制造业
强省为主题，以创新驱动、开放带动和智能制造为主线，壮大
装备制造、食品制造、新型材料制造、电子制造、汽车制造等
主导产业，提升冶金、建材、化工、轻纺等传统产业，培育智能
制造装备、生物医药、节能环保和新能源装备、新一代信息技
术等新兴产业，加快形成发展新动能和竞争新优势。这是我
省今后三年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行动指南，将有效加
快结构转型、动力转换、方式转变，提高供给质量效率，促进
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

首次提出
壮大五大主导产业
《方案》提出壮大装备制造、食品制造、新型材料制造、电子制造、汽车
制造五个主导产业。这是我省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出“五大主导产业”，
其中蕴含的意义重大。
五大主导产业是个什么概念？首先看全省制造业整体发展情况，
2015 年全省工业增加值 1.61 万亿元、占 GDP 的 43.5%，总量居全国第五
位，
中西部第一位。
再分行业看，装备制造、食品制造已发展成为富民强省的万亿级产
业。2015 年，装备制造主营业务收入 11404.9 亿元、占工业的 15.7%，培
育了输变电设备、
农业机械、
矿山机械、
起重机械、
工程机械等特色集群；
食
品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10603 亿元、占 14.6%，
总量连续 9 年居全国第二位，
是全国最大的肉制品、
面制品及速冻食品生产加工基地。
电子制造、汽车制造已发展成为稳增长保态势的中坚力量。2015 年
电子信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3656.1 亿元、占 5.1%，
智能手机从无到有，
产
量突破 2 亿部、占全球的七分之一，
初步建成了全球重要的智能终端生产
基地；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2643.1 亿元、占 3.7%，
宇通客车市
场占有率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新能源客车产量居全国第一。
可以说，装备制造、食品制造作为我省两个突破万亿的产业，主导地
位毋庸置疑；
电子制造、汽车制造作为发展较快、前景较好，
已经具备一定
优势的产业，
未来也将起到主导作用。
新型材料制造是首次提到重要位置。我省的材料制造分散在冶金、
建材、化工等传统支柱产业，
以中高端深加工为主的材料制造已成为带动
行业增长的主要力量，
如铝材和电解铝的比例由 2010 年的 51∶49 变化为
2015 年的 75∶25，电解铝、铝材产量分别居全国第三位、第二位。鹤壁是
全球最大的镁粉镁粒生产中心，
济源是亚洲最大的铅生产基地，
洛阳是国
内最大的钼生产基地，
平顶山建成了具有世界影响的尼龙化工产业链，
超
硬材料、
耐火材料产量均位居全国第一位。
省工信委副主任陈维忠说，区域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就是主导产业的
选择过程。主导产业的产值占有一定比重、采用了先进技术、增长率高、
产业关联度强，对其他产业和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有较强带动作用。省工
信委联合相关部门前期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从产业规模、需求弹性、发
展潜力分析，五大主导产业在全国具有吸引投资的比较优势；从关联度
看，
主导产业的细分大类 70%以上行业对其他产业影响力和拉动力较强。
他认为，
综合考虑产业基础、发展空间、支撑条件等因素，
提出重点发
展装备制造、食品制造、材料制造、电子制造、汽车制造 5 个主导产业，
既能
发挥对当前经济的支撑作用，又能起到对未来的引领作用，抓住了本质、
切中了要害。

中信重工自主研制的世界首台水力式升船机通过出厂验收 本报资料图片

提升传统产业 培育新兴产业
建设先进
制造业强省目标

8.5%
力争经过 3 年的努力，制造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制造业规模以上增加值增速达
到 8.5%左右

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生物医药具有技术密集度高、
产业关联度大等特
点，
被称为
“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
。我省抗生素原料
药和血液制品产量分别占全国的 30%、
35%，
片剂、
水
针剂、
大输液、
中药贴剂、
中药丸剂生产规模均居国内
第一位。
节能环保和新能源装备市场需求旺。我省在
固体废弃物处理、非晶合金变压器、高效一体化电
机、高效节能热处理器等部分领域具有比较优势，
但尚未形成集群发展态势，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十
分广阔。
新一代信息技术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主要力量。我省已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
智能终端产业基地，但 2015 年软件主营业务收入
仅为 280 亿元，与硬件协同发展、支撑发展的能力
明显不足，未来需要下大力气发展以软件为主的
信息技术服务业，构建软硬结合的全产业链生态。

20 个
形成 20 个左右在国内外具有
较 强 影 响 力、特 色 鲜 明、竞 争
力强的千亿产业集群

明确主攻方向
提升高端供给水平
《方案》提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升终端高端供给水平，明确了五
大主导产业的主攻方向、转型路径和重点任务。
装备制造：以高端化、智能化、服务化为方向，大力发展电气装备、农
机装备、工程装备等，建设国际先进的智能电网装
备、农用机械研发生产基地，国内领先的盾构装备
研发生产基地，全国重要的冶金矿山及石油成套装
备研发生产基地。
食品制造：依托河南产业基础和广阔市场，以
绿色安全、知名品牌为引领，大力发展冷链食品、
休闲食品和饮料制造，建设全国最大的冷链和
休闲食品研发生产基地。
材料制造：
以轻型化、合金化、
专用化为方向，
大力发展有色金属
材料、黑色金属材料、先进化工材
料、
前沿新材料等，
建设全国重要的冶金新型材
料研发生产基地、国际先进的尼龙化工研发生
产基地、
国内领先的超硬材料研发生产基地。
电子制造：
以龙头带动、集群配套为抓手，
重点发展智能终端、整机产品和核心零部件、
先进传感器等，
建设全球重要的智能终端研发
生产基地和全国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汽车制造：坚持传统汽车产业高端化与
新能源汽车规模化并进，建设国际先进的客
车研发生产基地和全国重要的新能源汽车研
发生产基地。

我省的冶金、建材、化工、轻纺等传统产业优
势虽然在减弱，但仍是现阶段的当家产业和“吃饭
产业”。
《方案》提出，改造提升 4 个传统产业，淘汰
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综合运用技术改造、兼
并重组等手段，提升优势产能、优化产品结构、节
能降本增效，推动无效供给转变为有效供给、低端
供给转变为高端供给。
新兴产业代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对
经济社会具有全局带动和重大引领作用。我省立
足产业基础、科技水平和未来发展趋势，将智能制
造装备、生物医药、节能环保和新能源装备、新一代
信息技术等 4 个产业作为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
智能装备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市场规模发展空
间巨大。
“ 十二五”期间，我省智能装备平均增速均
在 20%以上，在喷涂、焊接、码垛、医疗、检测机器
人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随着市场对装备制造业
升级需求进一步上升，我省智能制造和机器人产

200 家
能够参与全球竞争、行业领先的龙头企业

100 个
达到国际或国内先进水平、质量过硬、美誉
度高的品牌产品

坚持四项原则
● 坚持把技术水平调高
● 坚持把制造能力调强
● 坚持把产业结构调优
● 坚持把产业链条调长
制图/党瑶

十大工程确保提升有效供给能力
为确保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推进，
我省将重点实施 10 个工程和专项行动，多管齐下、
共同发力，
提高制造业整体水平和区域竞争力。
创新能力提升工程。建立制造业创新中心创建
工作机制，围绕主导产业建设 3～5 家省级制造业创
新中心。建立产业、科技和金融对接工作机制。推
进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式发展。
质量品牌提升工程。开展以
“对照行业标准、国
家标准和国际标准，推动产品提质、企业增效、产业
提升、结构提优”
为主题的
“三对标四提高”
活动。实
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专项行动，组织开
展“优品河南”品牌推介活动，推动“河南产品河南
用”
；
争创消费品工业
“三品”
行动国家试点。
技改提升工程。实施新一轮大规模技术改
造，推动企业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
材料；开展“十百千”技术改造项目示范；实施工业
强基专项，重点支持百项基础条件好、带动性强的
示范项目。
智能制造工程。全面推广“数控一代”
“ 智能一
代”，推动“设备换芯”
“ 生产换线”和“机器换人”，培
育 50 个智能制造工厂和 100 个智能制造车间，
争创
国家智能制造示范试点、国家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
新试点。
服务型制造专项行动。充分运用互联网和新经
济，引导企业以客户为中心推进产业组织、商业模
式、供应链、物流链创新，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

发展壮大科技服务、现代物流、融资租赁、节能环保、
检验检测等产业，
加快推进工业创新设计。
绿色制造工程。实施能效、水效领跑者行动；
实
施工业清洁生产提升行动；开展工业能源绿色低碳
行动；
推进产业集聚区（园区）循环化改造，
建设静脉
产业示范园区和再制造产业示范基地；搭建中小工
业企业节能管理公共服务平台。
承接产业转移专项行动。绘制区域主导产业链
条图谱，实施产业链定向招商，推行专业化、市场化
和集群式、链式承接新模式；
强化产业整合，
通过
“金
融+项目”
“ 基金+项目”等方式，促成产业链条“织
网”
；
鼓励与沿海发达地区合作共建产业园。
百千万亿级优势产业集群培育工程。以省辖
市为主体培育千亿级主导产业集群，发展百亿级特
色产业集群。用好省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基金，打
造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
地。
化解过剩产能专项行动。以化解钢铁、煤炭过
剩产能为重点，兼顾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产能
过剩行业，通过联合重组、资产证券化、产能合作等
方式，
分类有序化解过剩产能和处置特困企业。
企业降成本专项行动。降低融资成本，严格差
别化信贷政策，落实抽贷、压贷提前告知制度，全面
落实无还本续贷、循环贷款等还款方式。降低企业
用电成本、用工成本、用地一次性投入成本、税费成
本。②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