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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 曹萍）作为第十
二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重点
活动之一，4月17日，省科技厅会同郑州、洛
阳、新乡三市以及河南海外联谊会联合举办
了2018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项
目推介会。会议邀请了国内外知名高校、科
研机构、企业负责人参会，现场签约26个高
端创新项目，发布一批最新科技成果，为郑
洛新自创区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劲能量。

“河南省把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作为实施国家战略、引领带动全省创新驱动
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当前，自创区已经成为
河南发展一张重要又亮丽的名片，已经具备
承接更大规模、更高水平产业和技术转移转
化的能力。”副省长霍金花在致辞中表示，郑
洛新自创区正在持续培育壮大创新引领型
企业、平台、人才、机构等“四个一批”，深入
推进科技金融、军工民用、地方国家、院所产
业等“四个融合”，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型产业
集群专项，产业创新需求旺盛，已经成为一
片潜力巨大的投资发展热土、一个充满机遇
的干事创业之地。

推介会上，省科技厅自创办及郑洛新三
市分别介绍了自创区及各片区发展情况及
优惠政策。郑洛新三市与有关单位现场签
约15个“四个一批”创新项目和11个重大产
业创新项目，有效实现了企业科研院所需求
对接，促进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据介绍，此次推介会具有以下三大鲜明
特点。

一是聚焦“四个一批”。“本次推介会瞄
准全省创新资源数量较少、实力偏弱的发展
短板，着重在创新引领型企业、平台、人才、
机构领域吸引高端资源，经过广泛接洽、深
入对接，集聚一大批创新资源在自创区布
局。”省科技厅厅长马刚介绍说。例如，在创
新引领平台方面，吸引了百度、京东等互联
网巨头在自创区深耕业务，在
郑洛新三市落地建

设百度创业中心、京东大学电商学院、移动
智能物联终端产品研发中心和RFID（河南）
研发创新中心等平台项目，吸引集聚了一批
高端人才及团队。

二是突出转型升级。“此次推介会围绕
郑洛新优势产业和重点发展领域，突出转型
升级主题，与合作伙伴加强沟通，实现了项
目的精准对接、深度融合。”马刚说，其中，郑
州市围绕大数据、信息安全等新兴产业，着
力引进大院大所和大企业，签约了投资规模
达10亿元的北京芯盾安全芯片膜卡项目和
16亿元的启明星辰大数据安全中心项目，并
与捷豹大数据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签署合作
协议，在郑州高新区建设捷豹（中国）大数据
中心；洛阳市发挥自身高端装备制造业优
势，引进了格力（洛阳）机器人产业化项目、
混联加工机器人项目和通用航空创新服务
中心项目等，力促产业升级；新乡市着力发
展壮大战略性新型产业，与吉林大学液力所
共建吉林大学清洁能源暨智能化汽车协同
创新研究院，推动研发成果优先在新乡转移
转化。

三是注重汇聚高端资源。“推介会突出
‘高精尖缺’导向，广泛集聚海内外高端创新
资源，展开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合作。”
省科技厅对外科技合作处负责人介绍说，推
介会邀请了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
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等国内一流高校的专
家学者参会，发布了最新面向市场的科研成
果，为郑洛新自创区企业引进尖端技术、实
现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方向；邀请了美国、法
国、英国和日本等多个国家河南商会的负责
人参会，为自创区加大科技开放合作力度、
引进海外高端创新资源
开辟了新渠道。③6

□本报记者 尹江勇 曹萍 本报通讯员 杨东方

“经过5年的接触，我们感觉郑洛新自创
区内的创新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企业家转
型升级的意愿非常强烈，思想更开放，政府的
服务意识大幅提升，对于企业科研的金融支
持更到位了。”在4月17日的郑洛新自创区产
业项目推介会上，浙江浙大友创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负责人朱培怡博士告诉记者，这是浙
江大学愿意与郑洛新自创区签订进一步合作
协议的主要原因。

据朱培怡介绍，2013年起，浙江大学与
河南开展科技点对点合作，已落地洛阳的大

健康产品研发项目现在销售情况很好。
“结合国家产业发展大方向，这次我们与

自创区签约了一个节能减排项
目和一个自动化改
造项目。人才方面

在郑州落地了一个院士团队，在新乡的电池
产业园也落户一个专家团队，相信一定会取
得良好的合作成果。”

本次推介会上，省科技厅自创办邀请了
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和西安交
通大学等国内一流高校参会，各参会单位展
示了最新科技成果，受到了我省参会企业的
热烈关注，现场达成了多个合作意向。

“河南发展潜力巨大，市场需求大，对人
才和技术具有很大吸引力，特别是这两年借
助郑洛新自创区的政策等优势，科研投资的
氛围更好了。”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
究院技术转移部副主任刘艳茹说，本次推介
会上，她带来的项目定位于新材料等河南重
点发展领域，受到不少企业青睐。“我们提前
与河南省科技厅进行了沟通，了解到郑洛新
自创区最新的创新政策和重点发展方向，力
争做到精准对接和匹配。”③6

客商云集 规模创历史之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
新格局。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

“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作为本届投洽会
的重头戏，2018工商企业跨境投资与贸易项
目对接会为“走出去”和“引进来”企业建好平
台，就等企业前来唱主角。

去年此时，省政府与中国银行首次联合举
办了2017年中国（河南）工商企业跨境投资与
贸易对接会，为境外企业“走进河南”打开了一
扇门，也为河南企业“走出国门”架起了一座
桥。据统计，去年来自全球 39个国家和地区
的近400位海外企业家到访，通过与我省企业
家开展多达1160场面对面的洽谈，撮合成功
率达72.7%，可谓是收获颇丰。

今年，共有来自 46个国家和地区的 220
多家海外企业、近千家河南本地企业参会，参
会总人数超过2000人，参会的国家和地区覆
盖面以及企业数量均创历届之最。“今天参加
活动的海外客商，除了中行海外分支行推荐的
企业外，很多是在听说去年跨境撮合活动的良
好效果后，自己主动咨询、报名参会的。”中国
银行河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参会企业 规格创历届新高

省内的宇通公司、国际陆港、少林客车、宛
西制药、金源矿业等一批知名企业均来到会
场，寻求更多“走出去”的新路子。波兰的知名
企业 Beast、韩国的高端母婴品牌 Mamachi
带着他们的新产品以期更快地“走进来”。

据了解，今年参会的海内外企业的整体规
模、市场地位、品牌影响力等均较去年有大幅
提高。报名参会的1050家省内企业中，规模
在1亿元以上的占比接近40%。

会场上，我省优势产业成为主角，涉及种
植、养殖、现代农业、农副产品及食品加工、高
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环保、信息科
技、生物制药、养老医疗、旅游及教育等多个行
业。

这些年河南开放的步子越迈越快，开放的
大门越开越大，河南已经成为投资创业的热
土。德国、匈牙利、俄罗斯、罗马尼亚、加纳等
国家政府均主动出面发动企业组团参会。俄
罗斯海参崴市市长、切尔尼市副市长，澳大利
亚西澳洲首席商务代表，罗马尼亚企业家商会
副会长等分别带团参会，期待能够搭上河南高
速发展的快车，共享开放发展成果。

达成多个意向 合作推向纵深

来自焦作光大国际旅行社的经理王立军
与来自波兰AMBER公司的负责人边佳，经过
十几分钟的交谈就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两家企
业准备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王立军说：“我去年参加了工商企业跨境投
资与贸易对接会，与赞比亚、澳大利亚、英国的
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后来开通了与这些国家
的旅游专线，吸引国外游客来河南，帮助河南游
客走出去，公司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尝到甜
头的王立军在得知中国银行再次举办中外企业
对接会的消息后，第一时间就报名参加。

边佳告诉记者，河南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厚重的历史文化，波兰同样有优美的东欧风
情、多彩的波罗的海文化。“我希望通过与焦作
光大国际旅行社合作，让河南人畅游东欧，也
让东欧人了解河南。我们两家目标一致，准备
将合作推向纵深。”边佳说。

据了解，在今年的对接会报名期间，中国
银行将目标一致或接近的中外企业精准配
对。会议期间，对每一个外企都配备了专业的
翻译，保证全程沟通无障碍。所以，在对接会
上快速达成意向的企业不在少数。②40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刘懿

“奶瓶也能用硅胶做？以后不用担心宝宝打碎奶瓶了！”4月17日，
在2018工商企业跨境投资与贸易项目对接会上，来自韩国的母婴企业
Mamachi带来的母婴护肤品、奶瓶等吸引了国内客商驻足、洽谈。

Mamachi的总经理Steve Lee告诉记者，Mamachi是韩国排名
前三的母婴品牌，已经在北京和山东济南开始销售，但是市场份额还比
较小、知名度还比较低。“现在，母婴产品的品牌非常多，市场竞争很激
烈，我期待通过这次大会，能找到优质的客户。”Steve Lee表示，他通过
新闻得知河南有综合保税区，有自贸试验区，相信开放的河南一定能给
他的公司带来商机。

“市场定价是多少？主要消费人群是哪些？厂家对品牌在中国的拓
展会给予哪些支持？……”郑州一家进口贸易公司的负责人崔女士对
Mamachi的母婴产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崔女士的公司主要从事母婴
产品的进口，如今正寻找合适的产品丰富公司的经营品类，期待在对接
会上能有所收获。“近几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妈妈对母
婴产品有了更高的要求。河南是人口大省，二孩政策也放开了，小朋友
一定能够带来大市场。”崔女士说。③3

“这里的思想更开放，支持更到位”

我省举办2018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项目推介会

26个创新项目为自创区注入新动能

2018工商企业跨境投资与贸易项目对接会

中外企业“情定”中原
希望通过投洽会找到优质客户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朱雷 徐翠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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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逯彦萃

“您可以尝一尝，这是我们公司刚研发的新产品！”4月 17日，在
2018工商企业跨境投资与贸易项目对接会现场，波兰Beast公司CEO
Pawel Falicki先生带来了公司的新产品，希望能够找到合适的代理
商。

对接会上，Pawel Falicki先生打开了新产品果酱、饼干让前来接
洽的客商品尝。他还向客商介绍：“我们的食品还没有进入中国市场，但
是我们的日用品、母婴产品在中国卖得很好，你们一定不陌生。”说着，他
拿出公司的产品宣传册向大家展示，马上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我的孩子
用的就是这款水杯，非常棒，孩子很喜欢。”其中一位女士说。

Pawel Falicki表示，他第一次来到河南，就被河南人民干事创业
的热情所感染。“这里的人勤奋热情，一上午来咨询合作的人非常多，随
着这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相信我们的食品一定会有好的销路。”

商丘中创贸易公司负责人与Pawel Falicki达成了初步协议，准备
做河南的总代理。该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原本进口法国、澳洲的食品，
在豫东地区很受欢迎，想借这次对接会选择更多优质的新产品，“这次真
是不虚此行，争取让咱河南的消费者早日尝鲜。”③6

让河南消费者早日尝鲜

近几年，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越来
越多的妈妈对母
婴产品有了更高
的要求。河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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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也放开了，小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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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2018工商企业跨境投资与贸易项目对接会在郑州举行，来自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的220多家海
外企业汇聚中原，与千家河南企业共话合作，共谋发展。⑨6本报记者 杜小伟 董亮 摄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项目推介会签约现场。⑨6 本报记者 尹江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