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

□焦作观察记者 成安林 郑伟伟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
是第一动力”……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就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战略部署。

创新生动力，转型出活力。近两年，焦作强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打造焦作创新升级版，引领转型
发展，实现了创新主体不断壮大，平台载体持续完善，自主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科技支撑体系日益健全，开创了转型升级、振兴崛起的新局面。

放眼四月的怀川大地，处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火热景象，散发着活力，张扬着奔放，呈现着缤纷。

位于温县产业集聚区的河南省豫电中原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净化车间工人在生产线上作业 温宣 摄

脱贫攻坚 怀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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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阳光正好。站在多氟多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多氟多）年产30万套新能源汽
车动力总成及配套项目施工现场，大项目部主任
尚钟声感慨地说：“项目完工后，多氟多将形成电
动汽车动力总成完整体系，助跑产业转型升级。”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动力,也是品牌征
服市场的强大助力。2017年是焦作市的创新突
破之年。通过厚植创新土壤，培育生态系统，革
故鼎新的创新浪潮在怀川大地风起云涌。

多氟多的“锂离子电池核心材料高纯晶体六
氟磷酸锂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项目、焦作健
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高效聚合物吸附分离
材料的微结构调控与资源化应用关键技术”项目
分别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佰利联收购龙蟒钛业成为亚洲行业龙头、风
神轮胎与倍耐力强强整合、中原内配收购美国
Incodel Holding LLC 全 部 股 权 和 Airport
Industry Center LLC不动产业务……最近两
年来，焦作企业兼并重组动作频频、势头强劲，加
快了产业上档升级，提高了发展质量效益。

“兼并重组是推动焦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扛鼎之作。焦作掀起的兼并重组热潮，让实体经
济‘实’了起来，转型升级活力‘足’了起来。”焦作
市委书记王小平说。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技术专家到锦瑞
达铝业有限公司考察，敲定了干法氟化铝酸性废水
减排与资源化新技术及产业化方案；中科院过程工
程研究所所长助理肖忻等到河南豫农生物科技产
业园等地调研、对接合作项目……邀请科技专家为
企业把脉问诊、开方治病，助力企业转型升级。

焦作市科技局提供的一组数据，足以凸显焦
作去年创新平台的壮大、创新主体的增加：

新增省院士工作站2家，总数增至20家，数
量居全省第三位；新增省重点实验室3家，总数增
至7家，居全省第三；新增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9
家，总数增至 75家，居全省第四位；与中科院等
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

新增高新技术企业21家，总数增至87家；6
家企业通过省创新龙头企业评审，现有省创新型
龙头企业9家，居全省第三位。

把科技创新摆在重要位置，开展“近学许昌、
远学扬州”“学深杭、促创新”系列活动，焦作全市
上下形成了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创新活力竞相
迸发，创新升级版的焦作快步疾行。

创新无捷径，关键在人才。
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英国剑桥大学、日

本九州大学等高校的 39 名海外高端人才，在
2017年海外英才中原行暨第六届焦作创新创业
洽谈会上遭“哄抢”。

焦作以环境促进创新，最大限度地调动科技
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本地人才培育上下
功夫，依托在焦大中专院校和驻焦企业，打造一
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在人才柔性政策实施上做
文章，吸引国内外创新人才来焦作；在高端人才
队伍引进上求突破，加快引进创新创业人才和团
队；在人才网络平台建设上见成效，吸引“老乡”
回家创新创业。

多氟多以才引才，引进数十名六氟磷酸锂上
下游产业链上的优秀人才，龙蟒佰利联院士工作
站、省散料输送设备院士工作站等新型市场化研
发机构争相发力，河南理工大学、焦作大学等院
校和科研院所建设协同创新，一批研发成果落地
焦作，科技型平台筑牢科技创新“支点”。

“要培育科技人才这一宝贵资源，全面落实引才
用才留才政策，大力培养本地人才，积极引进高端人
才，不断壮大创新队伍。”焦作市市长徐衣显说。

建设工业园区、打造千亿产业集群是焦作经
济转型的一招妙棋。

按照专业化产业链集群式发展模式，发展装
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现代化工等六大产业集群；
推动产业集聚区上规模、上水平、上层次，实现要
素高强度投入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变，促
进经济结构调整；实施“1020”大企业集团培育工
程，推动风神、蒙牛、多氟多等核心企业实现提质
增效、转型升级。

创新是加快转型的动力源泉。河南中轴股份
公司原本是一家生产农机和煤矿机械配件的小企
业，依靠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几年时间迅速发展
成为国内最大的汽车轴类件产品制造企业。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发展外向型经济，实
现与中国化工、中国兵装、奇瑞等企业战略合
作。风神轮胎通过中欧班列（郑州）出口欧洲，焦
作奇瑞汽车发动机出口美国，全市对外贸易居全
省第二位，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物流联动发展合
作联盟成员城市。

一批批创新能力强、核心竞争力突出、成长
性好、引领产业发展的科技型企业竞相发展，为
焦作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生力量。

清明时节，焦作各旅游景区、美丽乡村推
出踏青赏花、登山健身等旅游活动，游客纷至
感受春的气息。推动旅游“二次创业”，焦作
迎来旅游业发展的下一个“风口”。

游客来到云台山，除了可以享受山水观
光游，还可以停下脚步品味特色民俗、高空
漫步玻璃栈道、水上畅玩动感飞艇……徜徉
在峡谷山林之间，品味各不相同的旅游项
目。

不仅仅是在云台山，焦作实施了一批转
型升级项目，培育旅游新业态，构建发展新载
体，各大景区实现了从最初单一的赏山玩水，
到如今吃、住、游、购、娱全面开花。

瞄准新兴服务业，发展电子商务、健康产
业、现代物流、互联网金融，为经济转型升级
注入了新活力。

借互联网发展东风，焦作推进复合型核
心城市建设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电子商
务等服务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在焦作腾云电商园内，大学生创客空间、
云计算大数据产业中心、智能仓储物流中心
等功能服务区错落有致地呈现，智能化的“味
道”相当浓郁，引进了大数据云计算、电商运
营总部、双创培训机构等三大类互联网知名
企业38家。

浪潮集团建成焦作云计算中心，利用自
有规模数据，助推全省“两化融合”发展；阿里
巴巴跨境电商（焦作）LBS服务中心为焦作及
周边地区的 120余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年
新增进出口额达9000万元。

为治理污染，焦作严格落实工程减排、结
构减排、管理减排三大举措，企业工业增加值
能耗由3.78吨标煤下降到0.92吨标煤；西部
采煤沉陷区建成了万亩生态植物园，昔日演
马矿采煤沉陷区变成了白鹭湿地公园；新增
水面8000亩、湿地5000亩，城市森林覆盖率
由13.5%提高到31.2%，焦作成了河南省首批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市。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时下，走创新驱动
转型发展之路，打造转型升级“焦作版”的号
角已吹响，必定为建设发展新焦作注入新动
能。焦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正向美好蓝图
阔步前行！8

转型兼并
创新活力竞相迸发

招才引智
创新步伐铿锵有力

特色彰显
生态经济高歌猛进

孟州在结构调整中推进产业转型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王秋生

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现代数控操作技
术、全智能终端研发体系……4月10日，在
孟州市康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无尘生产车
间内，这个落户孟州仅一年的电子企业，从
生产导电玻璃到生产屏幕控制模板，最终成
功实现智能手机终端研发生产，从而也让孟
州市成为了焦作市唯一一家能够生产手机
整机的县（区、市）。

这仅仅只是孟州市深度实施结构调
整，大力推进产业转型的一个缩影。

孟州是一个以工业起家的传统工业
强市。然而，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不断推进，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部分
传统行业产能过剩严重、新兴产业发展滞
后等问题已经成为新形势下制约该市经
济发展的瓶颈。

如何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工业
发展新突破？

“我们在做优做强传统主导产业的同
时，培育壮大保税经济、电子信息、新能源
汽车三大新兴产业，以更大的力度、更有效
的行动加快产业转型发展，推动经济发展

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
阶段演进。”孟州市委书记卢和平说。

大力发展保税经济，为产业转型搭建
新高地。依托河南德众保税物流中心创业
就业平台优势，该市与河南理工大学签订
专业实践教育基地协议，拟在保税园区打
造“保税商学院”，促进产学研合作；河南进
口肉类指定口岸已通过河南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预验收。仓储及物流辅助业务方面，
为中原内配、富士康、中信重工等周边地区
近百家企业提供一站式通关服务，贸易范
围扩展到美、英、法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为产业转型
提供新支撑。该市大力引进电子信息产业
项目，培育其迅速发展壮大。作为电子信
息产业中的另一个佼佼者，河南省皓泽电
子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手机摄像头等电子产
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2012年 6月投工生
产，第一年产值仅仅只有150多万元，然而
在该市培育支持下，经过裂变式的发展，
2017年，皓泽电子实现产值2.5亿元，纳税
3000万元，实现爆炸式增长。

同时，该市把握河南打造万亿电子信
息产业的机遇，依托原有的标准化厂房，建
设占地600亩的电子信息产业园，培育扶持

康耀电子、皓泽电子迅速膨胀，积极承接广
东、苏州等地电子信息产业转移，力争3年
内引进集聚电子信息企业超20家，实现营
业收入200亿元。

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产业转
型提供新动力。在天能集团—河南晶能电
源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一片热火朝天的生产
场景，然而谁又能想到，在2017年7月之前，
同样的场地，当时的河南三丽电源股份有限
公司却是机器停运、工人停工的萧条画面，
由于生产技术落后、原材料成本上涨等因素，
三丽电源濒临破产。孟州市委市政府为盘活
企业，主动对接浙江天能集团，谋划实施重大
招商引资项目，于2017年7月签订收购重组

协议，2017年10月正式开始技改。按照“边
技改、边生产”的原则，通过对原三丽公司的
生产车间、科研办公楼、实验室等重新规划布
局和智能化改造，引入行业前沿环保生产技
术和业界最先进的数控智能生产设备，实现
管理经营的精益化、效率化和生产过程的绿
色化、自动化。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投资1.6
亿元，关键生产设备正在改造升级，日产能已
达3万只，成为天能投资发展史上，规模大、时
间短、见效快的典范项目。

该市借助装备制造产业雄厚技术优势，
同时引进河北御捷、山东德瑞博、新日集团
等全国知名电动车、电池生产企业，形成新
兴产业集群，引领全国电动汽车行业。8

两把“金钥匙”
解锁“贫中贫”

□本报通讯员 牛耕

踩踏板、换彩带……4月8日，武陟县小董乡南官庄村
扶贫车间内，村民秦焕玲一边忙活一边感慨道：“这工作
好！挣钱顾家两不误。”

小董乡是董永故里、德孝之乡，南官庄村、南归善村、北归
善村3个贫困村共有1100余名贫困人口。如今，3个村全部
建起了扶贫车间，每户贫困户家中至少有一人在车间务工。

如何解决脱贫攻坚中“贫中贫”的问题？两年来，焦作
市通过做强扶贫车间和创业引领，找到了解决该问题的两
把“金钥匙”。

小董乡的扶贫车间，仅仅是焦作百余个扶贫车间的缩
影。据了解，焦作市已实施100个扶贫车间建设专项行动，
通过打造“扶贫车间+补贴”模式，努力破解贫困家庭劳动
力外出就业难的问题。目前，全市共建成扶贫车间109个，
安排贫困劳动力就业820人。

除了在家门口建扶贫车间，该市还实施100个创业脱
贫项目、100个创业孵化基地和2亿元无息创业担保贷款
三个专项行动，打造“免费培训+贴息创业贷款+自付利息
创业贷款”模式，鼓励外出村民返乡创业，带动贫困劳动力
转移就业，助力脱贫攻坚。

博爱县南朱营村贫困户赵德意是博爱县天赐蔬菜种植
合作社的一员。“俺是残疾人，行动不方便，去年春天加入合
作社，开始在麦田套种辣椒，加上种芹菜、西瓜等的收入，一
年净挣了3万多元。”正在辣椒地里忙活的赵德意高兴地说。

博爱县天赐蔬菜种植合作社由杨天其在2013年发起
成立。2015年，合作社成为焦作市残疾人培训扶贫基地，
合作社与有残疾人的贫困家庭签订种植合同，在供苗、田间
技术指导、产品收购等方面提供帮助。

2016年，基地带动16户残疾人贫困家庭种植怀菊花
300余亩，每亩效益3500元左右。去年，基地与贵阳南明
老干妈风味食品公司签订常年供销合同，引导32户残疾人
贫困家庭进行小麦辣椒套种，共种植优质辣椒60余亩，每
亩效益在5000元左右。

焦作市扶贫办有关负责人说：“这两年全市的扶贫车间
解决了不少贫困户就近就业的问题，还有一些能人带着残
疾人贫困家庭赚钱，我们离‘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的目
标越来越近了！”8

乔虎妮：

一棵葡萄树
开启致富路

□焦作观察记者 姬姣姣 本报通讯员 张瑞敏

清明节后，记者走进“葡萄小镇”——焦作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文昌街道辛庄村，但见800多亩的葡萄园内，一排
排葡萄树整齐排列，站在田埂上的村民郭可以，正在摆弄延
伸到葡萄树下的细长水管。

“除了每亩地1500元的租金外，俺家人还可以去合作
社打工挣钱，家里年底还有分红，去年全家人均增收8000
元。”郭可以说，这一切，多亏了村党支部书记乔虎妮。

在村民眼中，乔虎妮曾在三尺讲台上教书育人，曾在商
场上收入可观，是个“能人”。2006年，30多岁的乔虎妮在
村民的数次推荐和恳求下，担任“财政赤字、民心不稳”的辛
庄村村干部。这十几年来，他用实干带领村民致富奔小康。

“以前，辛庄村是一个很普通的村庄，130多户、600多
口村民，守着祖辈们留下的土地，成年累月地种植着小麦、玉
米等农作物，村民收入不高。”乔虎妮说，2012年担任村党
支部书记后，他决心让村民过上好日子。经过多方考察，他
决定从山东烟台引进红宝石葡萄、克瑞森无籽葡萄进行大面
积种植。引进葡萄倒是不难，关键是种葡萄的地从哪儿来？

“土地流转，让村民们带地入股，全村参与，有了利润大
家一起分。”乔虎妮说。

说了算、定了干，乔虎妮立刻行动，到村民家中走访，与
村干部彻夜商量，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争取大家的支
持。后来，为了让村民吃下“定心丸”，他自己出资几百万
元，成立焦作市共利种植合作社，将131户村民的816亩耕
地以入股的形式，按每亩每年1500元的价格，一次性集中
流转到合作社，共同经营、按股分红。

“当村干部不能带领村民致富，就不是一个称职的村干
部。”乔虎妮经常对村两委干部这样说。发展集体经济犹如
一条扁担，一头挑着百姓的致富梦，一头开拓着农村发展路。

乔虎妮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亩地除了每年分得1500
元，管理人员每月还拿工资，闲置劳动力可以管理自家农
田，也可以外出就业，葡萄成熟后由合作社统一收购、出售，
获得利润按照每亩产量进行分配。这一做法不仅没有让农
民失去土地，而且将土地的利用价值提高了，赢得了民心。

“这几年，葡萄园的经营越来越好。我们建了两个恒温
库，除了日常采摘和正常输出，还把晚熟的葡萄集中储存起
来，搞反季节销售，增加村民收入。”乔虎妮说，葡萄园现在
还吸引了不少邻村村民前来入股。

流转土地种植葡萄，建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村民
们的衣兜鼓起来了，村容村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行走
在辛庄村，一排排葡萄树正在春日下抽芽长叶，呈现出一派
欣欣向荣的景象。8

乔虎妞（左）正在田间指导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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