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二

06
2017年3月6日 星期一
组版编辑 刘晓阳 薛迎辉 美编 党瑶

经济新常态下，河南经济运行质
量到底如何？省统计局新公布的
2016年全省各项发展指标揭晓了答
案。

首先从总量看，2016年全省生产
总值突破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1%，
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

分 产 业 看 ，第 一 产 业 增 加 值
4286.30 亿元，增长 4.2%；第二产业
增加值19055.44亿元，增长7.5%；第
三产业增加值 16818.27 亿元，增长
9.9%。三次产业的增长速度表明，我
省经济结构在持续优化中。

去年以来，河南把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作为稳定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
构、保障改善民生、防范化解风险的
重要抓手，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
整，“三去一降一补”成效初显。去产
能力度加大，全省生铁、水泥、电解铝
产量全部下降。去库存成效明显，商
品房库存减少，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
连续下降。去杠杆积极推进，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呈连续
下降态势。补短板力度较大，全省基
础设施投资增长 29%。这些重点任
务的完成，有效提高了发展质量和效
益，利于经济发展长期向好。

2016年，我省还相继启动了制造

业、服务业、种养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持续调高定位目标，响亮提出建设

“先进制造业强省、现代农业强省、现
代服务业强省、网络经济强省”四个强
省，打造中西部创新高地、内陆开放高
地、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三大高
地”。这一系列顶层设计，为河南未来
发展指明了清晰的“路线图”。

可以说，从发展大势看，河南经
济运行总体平稳的态势没有改变，稳
增长与调结构、转方式、提质增效的
协调性进一步增强。只要保持定力，
精准发力，坚定增速换挡，就能继续
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本报记者 陈辉 赵力文

“非新无以为进”，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改革推动，去除没有需求的无效供给、创造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让新动能逐步

挑起大梁，让旧动能不断焕发生机。河南近年来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克服转型阵痛、主动优化结构、加速动能换挡，全省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更加稳固。

供给侧改革是紧迫需求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2月24日，在位于焦作的龙蟒佰利
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厂区，记者随工作人员穿行过一片由管
道、锅炉、铁塔组成的“钢铁森林”，公司负责人指着正在运行
的设备，自豪地告诉记者：“我们已经是亚洲最大、全球第四的
钛白粉生产企业了。”

钛白粉行业自2011年以来经历了过山车般的行情，起初
由于高收益吸引大量厂商涌入，产能无序扩张，增加的产能陆
续释放后，钛白粉价格一落千丈，2015年行业低迷到了谷底，
进入去产能的淘汰期。

在这个过程中，位于焦作的这家钛白粉企业却奇迹般壮大。
国内企业生产钛白粉基本采用传统的硫酸法技术，但“三

废”排放严重，在行业还非常景气的时候，龙蟒佰利联就迈上
了不断追求技术升级的道路，国内首家自主研发出硫铁钛联
产法清洁生产工艺技术，每吨钛白粉综合能耗由2.19吨标准
煤降低到1.23吨标准煤；每吨钛白粉产生的废水量，由100吨
以上降至50吨以下。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懿评价：“这一技术为中国硫酸法钛白
粉产业破解环保困局开辟了一条创新之路。”

在改造传统工艺的同时，龙蟒佰利联还瞄上了国际上更
为先进的氯化法生产技术，在2011年上市募集资本后，就着
手引进技术，累计投资20亿余元建设中国最大的全产业链氯
化法生产基地。

2015年行业低迷期，也正是龙蟒佰利联攻坚克难的非常
时期，氯化法生产基地试车不太顺利。“一天要花掉80万元，
试车快两个月了，却没有成功，公司上下都很着急。”集团常务
副总裁和奔流说，经历了种种艰难后，他们最终掌握了被国际
巨头垄断多年的技术。②9

亚洲最大钛白粉企业的转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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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一线

用改革的办法加快技
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促
进各类要素从传统领
域向新兴领域转移，优
化生产要素组合，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培育推
动 经 济 增 长 的 新 动
能。”

赵西三 省社科院工业经济
研究所副所长

我国经济管理政策正由

需求侧管理向供给侧管理转

变，更注重解决结构性问题和

实现长期经济增长。河南地

处内陆，农业占比大，服务业

发展相对滞后，传统工业发展

层次低，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

业规模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相对滞后，供给侧结构性矛

盾更为突出，转型发展面临更

大的压力与制约，需要用改革

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加快产

业转型升级，减少无效和低端

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

给，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

率，从而实现在结构优化基础

上的经济增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

分解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就是要从供给侧找准结构

性问题，用改革的办法加以解

决。因此，找到了供给侧存在

的结构性问题就能看到难点

在哪。河南供给侧存在的结

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产业结

构和基础设施上，更进一步可

以表述为产业产品层次相对

偏低、支撑新产业新技术新业

态新模式发展的基础设施相

对滞后，新常态下表现为旧动能持续减弱，新动能增长缓慢。因此，

加快推进产业转型攻坚、培育新动能非常迫切。

河南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应该从供给侧入

手，用改革的办法加快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促进各类要素从传

统领域向新兴领域转移，优化生产要素组合，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培育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新动能建立在基于创新的产业发展模式上，不再追求基于投

资的传统产业发展模式上的稳增长，突出“技术水平调高、制造能

力调强、产业结构调优、产业链条调长”。积极培育发展供给扩张

型和消费升级型行业，一是要利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

业，推进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等，依托国家战略叠加效应积

极承接大项目布局。二是推进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引导企业上下

延伸、左右拓展、跨界融合，打通一、二、三产边界，重点推进网络经

济、枢纽经济、创意经济、生态经济等与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形成新

的经济增长点。三是突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打造

全球创新网络重要节点，加快集聚国内外研发机构，为产业转型

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四是突出制度创新优化发展环境，利用国

家赋予河南的各类先行先试政策加快制度创新，提高对四新经济

和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②9 （本报记者 陈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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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稳中有进“去降补”成效初显

新常态下，既要改造提升传统
动能，又要培育发展新动能。全省
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
的发展模式，“流汗型经济”少了，

“智慧型经济”多了。
去年，我省主动对接制造强国

战略，先后出台了“中国制造 2025”
河南行动纲要、河南制造业与互联
网融合实施方案等一系列举措，工
业化与信息化、服务业与制造业的
深度融合正在形成。

新动能成长势头较快。河南制
造有了智能手机、机器人、新能源装
备等新名片。仅以去年为例，全省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5.5%，高于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速 7.5 个百分
点。太阳能电池、环保设备、新能源
汽车、风力发电设备等新产品均取
得25%以上的增长。

以“互联网+”为主的新业态蓬
勃发展。全光网河南、郑州国家级
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国家大数据综
合试验区等一系列标志性工程，给
网络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去
年，全省互联网及服务、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营业利
润、税收增长均在50%以上；河南三
家互联网公司首次入选全国互联网
百强；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一万亿
元，同比增长33%；跨境电商交易额

111.5亿美元，较上年翻一倍多。
“双创”大潮也在中原大地涌

起，中信重工、宇通客车、众品食业
等河南名企通过“双创”成功转型，
中信重工构建“四群共舞”创客体
系，从生产制造转型为综合服务商；
众品食业通过平台化转型，变身智
慧生鲜供应链服务商；宇通客车抓
住新能源风口，新能源客车突飞猛
进。

新经济加快成长，改变了产业
结构，将有力推动我省抓住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
加快缩小差距甚至“弯道超车”，抢
占发展制高点！②9

动能加速转换 新业态势头良好

在洛阳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出口厄瓜多尔的大型先进磨机在加紧组装 本报资料图片

结构深度调整“三二一”快步走来
经济学中有一个共识，第三产业

的发展态势决定一个地方的增长潜
力。作为传统“米袋子”、“菜篮子”的
中原大地，服务业的发展也迎来了春
天。2016年，全省服务业占比和贡献
继续提高，对 GDP增长贡献率达到
49.3%，同比提高11.4个百分点，成为
全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经济
结构正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迈进。

对我省来说，产业结构调整的难
点在工业。现阶段，工业仍是我省稳
增长保态势的支撑和中坚力量。
2016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利润总额首次突破五千亿元大关，同

比增长6.4%，一举扭转了2015年工
业企业利润负增长的局面。在下行压
力下取得这样的成绩殊为不易，也使
得河南制造业强省的地位更加稳固。

工业层次偏低的现状也在悄然
改变，2016年，我省启动制造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明确要壮大“装备制
造、食品制造、新型材料制造、电子制
造、汽车制造”五大主导产业，突出

“技术水平调高、制造能力调强、产业
结构调优、产业链条调长”。事实也
证明，去年这五大主导产业增长势头
良好，除电子信息产业增速有所下降
外，装备、食品、汽车等均取得了10%

以上增速的优异成绩。
河南传统产业基数较大，通过去

产能和调整结构，转型升级成效明
显。以铝工业为例，氧化铝、电解铝
等粗放型产品产量下降，更高附加值
的铝型材、铝板材、铝带材、铝箔材产
量在高速增长。

此外，投资增长的变化也能看出
河南经济结构正在深度调整中。去
年全省服务业投资增长17.1%，远高
于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投资增
速。工业投资中，装备制造业投资增
速又高于制造业投资 3.6个百分点，
表明投资结构在持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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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结构的河南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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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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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举扭转了2015年河南
工业企业利润负增长的局面

工业利润增长转正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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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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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动能成长势头较快

新业态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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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达到41.9%
同比提高 1.7%

（整理/陈辉 制图/党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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