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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辉 实习生 刘
斐）4月 16日上午，2018两岸智能装
备制造郑州论坛举行签约仪式，集中
签约17个智能制造项目，为河南制造
业转型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据介绍，今年年初以来，我省围
绕“发挥优势、精准施策、深化合作、
巩固成果”的工作思路, 以产业融合
为重点，以构建平台为抓手，积极推
动两岸经贸合作向全方位、多层次、
宽领域发展。围绕2018两岸智能装
备制造郑州论坛，两岸企业积极开展
深层次商洽、快节奏对接，取得了显
著成果。截至论坛开幕当日，共征集
签约项目 17个，其中投资类项目 10
个，购销类项目6个，人才培养类项目
1个。

其中，台湾罗升集团与许昌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合作的数控
机床功能部件物流园项目，台湾亚
力士电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许昌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合作的年
产 100 台/套智慧牙科医疗诊间项
目，许昌两岸智能装备贸易有限公
司与台湾华锐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合
作的 1.95 亿元的数控机床采购项
目，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台
湾凯巨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的1.3
亿元数控机床采购项目，河南机电职
业学院与友嘉实业集团校企战略合
作协议，林州市全成机械铸造有限公
司与台湾友嘉实业集团（FFG）合作
的1.5亿元数控机床及汽车零部件采
购项目等项目现场签约。③5

本报讯（记者 冯芸 刘勰 李点）
4月 16日，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孙守
刚，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省委
常委、组织部长孔昌生分别在郑州会
见前来参加第十二届中国（河南）国
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中外嘉宾。

孙守刚会见了中国民族贸易促
进会党组书记蓝军带领的中国民族
贸易促进会一行和美国华盛顿州参
议员鲍勃·长谷川带领的美国华盛
顿州政商考察团一行。

赵素萍会见了万浦投资（中国）
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张财乐一行和
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伯哈内·加布
雷-克里斯托斯及夫人一行。

孔昌生会见了台湾合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焦平海一行和中
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纯粹与应用化
学联合会主席周其凤带领的北京大
学参访代表团一行。③5

又讯 4月 16日，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王铁、王保存，副省长舒庆、
徐光、戴柏华、何金平、武国定、霍金
花，省政协副主席高体健、谢玉安
等，分别在郑州会见了前来参加第
十二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
谈会的中外嘉宾。

王铁在郑州会见了韩国驻武汉
总领事馆总领事郑载男一行。

王保存分别会见了蒙古中戈壁
省人民议会主席苏和巴特尔·苏米
亚一行，法国电力集团（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能源事业部总裁罗兰·斯
库尔一行。

舒庆先后会见了科特迪瓦通比
大区政府主席图瓦克斯·马布里一
行，中国外商投资企业代表团一行，
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一行，北京同仁
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
董事、总经理高振坤一行。

徐光分别会见了深港投资联合
会代表团邢涛一行、加拿大经济贸

易促进团杨志萍一行和传化集团董
事长徐冠巨一行。

戴柏华分别会见了美国路通金
融公司董事总经理、合伙人何绮萍
一行，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局长
刘殿勋带领的外商驻京机构联谊会
代表团一行，以及由台湾科学工业
园区科学工业同业公会副理事长、
京元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金
恭带领的台湾地区知名同业公会参
访团一行。

何金平分别会见了建业集团董
事长、省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胡
葆森一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山东
东明石化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湘平一
行，中国德力西控股集团董事局主
席兼总裁胡成中一行。

武国定分别会见了俄罗斯 S7
航空集团副总裁弗拉基米尔·佩列
克列斯托夫率领的代表团，阿维亚
租赁集团首席执行总裁塔达斯·戈
贝里斯、波罗的海航空培训集团首
席执行总裁艾格·维塔凯休特、“牛
奶之星”董事长亚力克桑德·司马金
等组成的立陶宛企业代表团，乌克
兰切尔尼戈夫州政府第一副州长斯
维丽登科·尤利亚率领的政府代表
团，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全球零售业
务副总裁陈翠薇一行。

霍金花分别会见了国内500强
跨国公司高管代表团，中民投董事
局主席董文标一行，河南“五侨”服
务“一带一路”建设知名侨领代表
团，以及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代
表团。

高体健会见了菲华青商会会长
施逸川一行。

谢玉安会见了亚洲国际贸易投资
商会顾问邬东·翁威瓦猜一行。③6

（记者 谭勇 李倩 逯彦萃 宋
敏 刘志强 师喆 赵力文 李俊 王
歌 孔学姣）

本报讯（记者 樊霞）4月 16日，
来郑州参加第十二届中国（河南）国
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贵州省组团召
开贵州铜仁·河南郑州招商引资推
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13个项目进
行了集中签约。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王保存出席。

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融合，近
年来相隔千里的河南与贵州项目合
作、人员往来日益增多。2015年至
2017年两省合作项目30多个，合同
利用资金近百亿元，合作领域涉及
农业、矿产、旅游、地产等。

贵州省副省长郭瑞民表示，贵
州省此次组团参加投洽会并组织
召开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旨在
进一步宣传、推介贵州，与河南共
享贵州发展红利，共谋合作共赢大
业。

王保存介绍了河南近几年依托
郑州航空港区、国家中心城市、自贸
试验区等国家战略，全面建设空中、
陆上、网上三条“丝绸之路”的发展
成就。他希望充分利用此次投洽会
搭建的平台，扩大豫贵交流合作，促
进共同发展。③6

省领导会见投洽会嘉宾

第十二届2018
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贵州组团在郑召开
招商引资推介会

17个智能制造
项目签约

本报讯（记者 陈辉 实习生 刘
斐）2018两岸智能装备制造郑州论
坛开幕式上，省工信委发布了《2017
河南省智能制造白皮书》，全面披露
了我省智能制造的总体情况。

我省积极推进智能制造发展，
从2015年开始，共有18个项目成功
申报国家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
模式应用项目，承担国家级智能制
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项目6项。截
至2017年年底，全省共选定73家省
级智能工厂试点示范、104家省级智
能车间试点示范，累计认定省级“互

联网+”工业创新示范企业52家，探
索发展服务型制造、个性化定制、网
络协同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形成
一批典型案例。围绕智能化转型需
求，培育了中机六院、郑大智能、大
河智信等一批专业性强、行业特色
明显的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中机
六院成功入选工信部智能制造系统
解决方案供应商名录。友嘉（河南）
精密机械、格力机器人（洛阳）公司、
郑州科慧等制造企业正依托专业优
势，全面向智能制造服务商转型。

在智能装备发展上，我省重点

发展大型、精密、高速数控加工设备
和数控系统，现已拥有一批在全国
同行业中具有明显区域优势的产业
和产品。河南机器人产业规模尚较
小，目前有100多家企业、院所和高
校开展机器人及其零部件相关技术
与产品的研发和生产。焊接机器
人、码垛机器人、移动搬运机器人、
消防机器人等产品实现了中小批量
生产和应用，个别处于国内领先地
位。河南的增材制造业起步较晚，
但发展较为迅速，目前共有重点增
材制造企业7家。③5

□本报记者 陈辉 实习生 刘斐

共享中原出彩新机遇，共襄产业
合作新盛举。4月16日，2018两岸智
能装备制造郑州论坛隆重召开，来自
海峡两岸的政商学研人士齐聚郑州，
共商新时代下两岸智能装备制造合作
新机遇，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能
制造产业合作交流新平台，为中国制
造腾飞培育新动能。

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
业变革兴起，世界制造业竞争格局正
在发生重大调整，智能制造已成为全
球制造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在开幕
式后举行的主旨论坛上，两岸企业家
峰会能源石化装备产业推进小组召集
人傅成玉说，两岸企业界要拥抱这个
新时代，要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革命的前列。在智能装备制造领
域，两岸的企业各有优点，优势互补，
可以扬长避短，联手打造国际竞争能
力。我们要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共商
中国机械装备智能制造发展的新设

想、新目标、新任务，培育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智能制造产业合作交流平台。

从国家层面，两岸产业合作也迎
来了历史性的机遇。今年2月 28日，
国台办、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了关于
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
施，措施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涉及部门
之多前所未有。在产业合作上，明确
台资企业参与“中国制造2025”享有与
大陆企业同等待遇，支持台商来大陆
投资设立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
造等企业并设立区域总部和研发设计
中心，享受税收、投资等相关支持政策。

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
萧万长说，两岸企业家峰会非常关注
智能制造产业的合作，这是两岸合作
的重要议题，可以体现两岸产业优势
互补，实现创新发展和融合发展。台
湾方面也在积极推动建立两岸智能制
造的共同标准，为两岸智能装备制造
合作奠定厚实的基础。他表示，河南
拥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和优质人才，又
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交通节点，台

湾企业在河南投资发展，不但可以发
掘河南巨大的商机，还可以协助促成
各类产业的转型升级。郑州具备优异
的环境和条件，可以建成两岸机械装
备和智能制造基地，吸引两岸优秀企
业、人才进驻，带动两岸智能装备制造
的互利双赢和发展。

作为论坛承办方，我省近年来秉
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加快台资企业产
业集聚创新发展，加强台商投资企业
建设，不断深化豫台企业合作。截至
目前，在豫台资企业超过 2000家，涉
及机械制造、电子制造、食品加工、服
装鞋帽、能源化工、生物科技、现代农
业和零售、百货等领域，特别是台湾重
量级装备制造企业鸿海集团、友嘉集
团先后落户郑州，带动构建了一个完
整的产业链，为两岸智能装备制造合
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省工信委副主任朱鸣在论坛上推
介了河南数控机床产业发展的制造基
础、未来前景和支持措施。他说，面对
席卷全国的智能制造浪潮，河南正在

谋划构建数控机床产业新体系。下一
步河南将聚焦关键基础部件、专用数
控机床和高档数控系统三大领域，大
力实施集群引进、技术创新双路并进
战略，打造金属切削数控机床、金属成
型数控机床、数控特种加工机床、专用
数控机床四大主机全产业链产业集
群，把郑州培育成为我国领先的高档
数控机床及关键零部件生产基地、推
动洛阳建成全国重要的机器人产业研
发基地、培育形成许昌中高档数控机
床产业集群，打造豫北地区机床先进
零部件生产基地。

论坛上，台湾友嘉集团总裁朱志
洋、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公司总裁
曲道奎、日本发那科株式会社社长稻
叶善治、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台湾
机械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柯拔希、武
汉华中数控股份公司董事长陈吉红、
台湾台达电子集团执行长郑平等围绕
智能制造作了主旨演讲。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管委会、许昌、洛阳、
新乡作了推介发言。③5

两岸携手开启智能制造新时代

▲4月16日，2018两岸智能装备制造郑州论坛开幕。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杜小伟 摄

2018两岸智能装备制造郑州论坛

《2017河南省智能制造白皮书》发布

□本报记者 陈辉 实习生 刘斐

2018两岸智能装备制造郑州论
坛上，台湾友嘉集团总裁朱志洋、沈
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公司总裁曲道
奎、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等一批
制造业领军人物，围绕智能制造、工
业 4.0、机器人等话题做了精彩演
讲，带给听众不少启迪。

朱志洋:
友嘉要走向高端市场

友嘉经过30年发展，从台湾最
小的一家数控机床企业发展到今天
的成绩，要感谢大陆提供这么大的
市场商机。今年我们在大陆取得了
61亿元人民币的业绩，创造了大陆
最大的数控机床销售额。因为台湾
和大陆给了我这样的市场和平台，
让我能够走向世界，在全球16个国
家发展数控机床，进行超过60家的
全球数控机床的收购。

目前友嘉已经成为全球前十的
数控机床制造商，不管欧洲、亚洲还
是北美洲，全球历史最悠久的数控
机床现在都在友嘉，当时收购他们
非常艰辛，但是现在也都完成了。

如今智能制造是一种世界潮

流，也是产业升级的趋势。友嘉要
走向高端目标和高端市场，同时我
们也在人才培育方面下功夫，目前
在杭州有一家机电学院，很快要成
立友嘉郑州机电学院。

曲道奎：
抓住机器人的黄金窗口期

机器人成为新工业革命重要的
驱动要素之一，世界各国特别是发
达国家都把机器人作为未来一个大
的国家战略，从美国到欧盟、日本、
韩国都是如此。机器人未来的发展
不仅是技术和产品，还是一种模式
的变革，从制造模式到未来国防安
全，一直到生活方式等。

机器人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
里？机器是什么概念？机器人又
是什么概念？机器人的技术特征，
过去是机器的特征，现在变成了人
的特征。比如机器人的技术生态
从大数据到 AI 的进化，从计算智
能到感知智能，再到认知智能等，
体现出灵活性、灵巧性、智能性。
今天智能制造时代的到来恰恰为
机器人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发展
机器人的黄金窗口期即将到来，未
来七到八年应该是发展的黄金期，

把握住这个时间，两岸可能就要走
在世界前列。

董明珠：
坚持走创新之路

格力为什么要走向智能装备制
造？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家电行业
没有自己的技术，压缩机、电机等
都是别人的，我们只是一个组装企
业，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依
附于别人。一个人真正有价值的不
是跟随，而是创造，我们要坚持走
创新之路。

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格力
已经领导了空调制造领域，有自己
独创的技术，打造了现代化同时也
是智能化的产品。两年前我提出一
句话——让世界爱上中国造，因为
我觉得中国不仅有一个格力，还有
更多的企业，用自己对品质的追求、
对技术的创新服务于全球。今天我
愿和台湾的企业家携手，用我们的
产品感动世界。我提出一个口号

“把爱献给世界”，这个爱体现在我
们打造的产品让人们的生活水平不
断地提高，让更多人从繁重的劳动
当中解放出来，这就是格力进军智
能制造的意义。③6

智能制造，听听大咖怎么说

▲4月16日，与会嘉宾在论坛
上认真聆听主旨发言。⑨6 本报
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 栾姗 李林）
4月 16日，副省长何金平与卢森堡
驻华大使俞博生共同为卢森堡旅游
签证（郑州）便捷服务平台揭牌。

何金平在致辞中表示，自2013
年以来，河南深化与卢货航的战略
合作，加快形成郑州—卢森堡亚欧
国际航空物流“双枢纽”，豫卢双方
经贸、人员交往日趋活跃。卢森堡
是欧洲26个申根国家之一，旅游者
持卢森堡签证即可畅游全部申根国
家。设立卢森堡旅游签证（郑州）便

捷服务平台，将为赴卢森堡游客提
供“家门口”一站式服务，进一步深
化豫卢人文交往，促进经贸合作。

俞博生说，豫卢合作硕果累累，
双方结下了深厚友谊。卢货航通过
郑州机场发展亚洲业务，凭借着河南
的区位优势，发展迅速，从开始的每
周4个航班发展到目前的18个。我
们还期待更多的人文交往，开通的便
捷服务平台将给河南及周边省居民
更多机会赴欧洲旅游。希望双方合
作开出新花朵、结出新硕果。③6

深化豫卢人文交往
促进两地经贸合作

本报讯（记者 李点）4月 16日，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7次主任会
议在郑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李文慧主持会议，副主任王铁、徐
济超、王保存、乔新江和秘书长丁巍
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贯彻中
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人大预算审查
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
指导意见》的实施意见，关于开展

“双一流”建设情况专题调研的实施
方案（草案），关于举办2018年省十
三届人大代表履职培训班的意见，
关于建立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小组和
开展活动的意见，关于省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省人大代表
的意见，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出
缺情况的报告，关于修订《河南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
则》的建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人大常委
会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义务教
育“全面改薄”工作情况专项工作报告
的实施方案（草案）、省人民政府关于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情况专项工
作报告的实施方案（草案）、省人民政
府关于推进新时代河南民族工作情
况专项工作报告的实施方案（草案）。

会议研究通过了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建议议程。③5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7次主任会议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