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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金绣球”投向中外客商
河南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投融资洽谈会

□本报记者 谭勇

4月 18日上午，郑州国际会展中心轩辕厅B厅
高朋满座，嘉宾云集，第十二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专场活动——河南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投融资洽谈会在这里举行。

“今年，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实施范围进一步扩
大，从去年的45个县市扩大到全省所有省辖市老城
区和18个非贫困县，计划完成投资5030亿元，资金
需求巨大，也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会上，副省长徐光
作主题演讲时说。

范围更广 规模更大

本次投融资洽谈会范围更广、规模更大。记者
从来宾名单上看到，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代
表，还有来自美国、法国、德国、以色列、韩国等国家
和地区的客商代表，共计有600余人参会。

河南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
显示，本次投融资洽谈会共邀请到了国内外187家企
业代表，其中不乏世界巨头和行业翘楚，包括世界500
强企业3家、央企16家、国内行业100强企业7家。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是一个巨大的平台。我们
真诚欢迎企业参与河南的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支持
河南的发展，并谋取自身更大的发展空间。”河南省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厅长吴浩说。

需求巨大 商机无限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最终要落脚在项目谋划和
实施建设上。

去年，为破解融资难题，首批实施百城建设提质
工程的45个县市创新融资模式，推行PPP等多种融
资模式，共计融资1906.7亿元，保证了百城建设提质
工程的顺利开展。

今年，随着百城建设提质工程进一步扩容，建设项
目更多，资金需求量更加巨大。据统计，2018年全省
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项目总数达到7049个，总投资
额2.3万亿元。除此之外，今明两年，全省还储备百城
建设提质工程项目3822个，总投资额1.11万亿元。

梳理这些项目不难发现，项目涉及城市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设施、城市“双修”、棚户区改造、产业发
展、综合片区开发、特色小镇、智慧城市等，基本上涵
盖了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资金需求量巨大，也蕴含
着无限的商机。

争相推介 纷纷签约

在当天的投融资洽谈会上，郑州、许昌等地政府纷
纷当起了“推销员”，现场推介百城建设提质工程项目
454个，总投资4707亿元，涉及教育、文化、医疗、供水、
供暖、道路、旧城改造、环境治理、旅游、商业等领域。

不仅如此，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中信建设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
原豫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社会资本方在现场
也争相推介，纷纷向客商代表投出“金绣球”。

新密市政府和华夏幸福基金公司、荥阳市政府和
雅居乐控股集团、安阳市文峰区政府和中部易商谷
园区、郑州市管城区政府和一德集团、周口市发改委
和中冶天工集团、夏邑县政府和鞍钢集团、光山县水
产局和北京碧水源科技公司、宝丰县父城基建公司
和太平洋建设集团等现场签约。据了解，本次投融
资洽谈会签约项目共98个、总投资1454亿元。

“未来，紧紧围绕河南城镇化建设与中原城市群
崛起的新机遇，我们将在河南大地上扎根发展，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为百城建设提质作出贡献。”华夏幸
福郑州区域事业部总负责人的一席话，道出了众多
参会客商的心声。③6

本报讯（记者 李林）4月17日，记者
从郑州市郑东新区管委会获悉，在第十
二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
间，郑东新区共签约30个项目，投资总
额达521亿元，其中50亿元以上的5个
战略引领项目总投资达414亿元。

据介绍，这30个项目中的卢森堡中
心项目，被誉为河南对外开放的“桥头
堡”。该项目包括卢森堡签证中心、国际
商务金融总部中心、国际高端专业服务
业中心、中欧跨境商贸中心、中欧文化教
育旅游交流中心、河南省外事政务中心
(国际组织代办机构等）、郑州涉外生活服
务中心等，建成后将不断提升郑州市、河
南省的对外开放程度和层级，为郑州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和“一带一路”重要节点
城市持续注入新动力。

另外，启迪郑东科技城、中原总部基
地、前海方舟母基金、新时代广场、大清生
物孵化园、中瑞金融总部、河南省郑洛新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成果转化引导
基金等项目均参与了本次签约活动。③6

卢森堡中心项目签约

本报讯（记者 何可）4月16日，在
第十二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
谈会即将开幕之际，巩义市在郑州自
主举办了“开放招商洽谈会暨重点招
商引资项目签约仪式”，融创（中国）控
股、中青旅实业、大唐西市集团、瑞士
ABB公司等国内外重要客商代表400
余人参会并进行对接洽谈。会上共签
约投资亿元以上项目 9 个，总投资
1267.8亿元，其中正式合同4个、投资
277.8亿元，框架协议5个、投资990亿
元。

此次签约的9个项目，涉及工业、
文化旅游、新型城镇化、现代服务业、
基础设施等领域，包括中青旅实业投
资 420 亿元的巩义市“洛汭水镇”项
目、北京天成宏业控股投资300亿元
的中部铝港项目、投资155亿元的浙
大科技产业园项目等，项目落地实施
后，将为巩义市工业转型升级、新型城
镇化建设、现代服务业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③6

本报讯（记者 王映）在第十二届中
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濮阳
新型化工产业备受瞩目：该市共签约项
目43个、总投资364亿元，其中新型化
工项目占据大半江山，并吸引了山东恒
源石化、珠海展辰集团、江苏卓然重工
等一批知名化工企业前来投资。

濮阳因油而建、因油而兴。该
市目前规划建设的 60 平方公里新
型化工基地，集炼化一体化、专用化
学品、化工新材料等产业为一体，建
成后可全面实现传统石化产业向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转变。

在濮阳此次签约的项目中，新型
化工相关项目规模大、质量高，易于集
群发展，其中包括投资40亿元的年产
75万吨丙烷脱氢项目，投资10.5亿元
的年产 30万吨溶剂性、水性涂料项
目，投资15亿元的碳四芳化升级改造
项目等，这些项目具有较强的创新性、
成长性和引领性，将对濮阳石化产业
转型升级起到重要拉动作用。②40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 成利
军）经过前期的充分考察酝酿和密
集对接洽谈，借助第十二届中国(河
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平台，4
月17日至18日，济源市在郑州举
办不同类别的“营商·济源”优势产
业推介暨项目签约仪式，共签约项
目43个，投资总额达144.6亿元。

据介绍，济源市举办的推介
会先后有三一重工、华润电力、香
港铜锣湾集团、香港新华集团等
100 多家中外知名企业高管参
加。在所签约的43个项目中，投
洽会开幕式上集中签约项目4个，
投资金额 24.3亿元；百城建设提
质工程投融资洽谈会签约项目3
个，投资总额32.1亿元；市签项目
36个，投资总额 88.2 亿元，分别
涉及仓储物流、新能源、高新技术
等领域，产业类型紧扣济源市城市
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方
向。③7

本报讯（记者 孙静）4 月 16
日，前来郑州参加第十二届中国
（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举行兵团与河
南产业合作座谈会。会上，兵团
共推介各类招商项目近90个，投
资金额近4000亿元，共上会签约
合作项目 4个，签约总金额近10
亿元。

4个项目分别为：郑州国际
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与兵团
第十三师签署协议，共同推动

“哈密—郑州”班列的开设；河
南三和航空工业有限公司将投
资 3 亿元，在兵团打造铁航创
飞航空产业园；和田昆玉市金
泰 针 纺 织 品 有 限 公 司 将 投 资
1.2 亿元，在兵团建设年产 300
万件针织服装及配套项目；信
阳 佳 诚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将 投 资
1.1 亿元，在兵团打造年产 750
吨的可降解纸地膜项目。③5

□本报记者 谭勇

河南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投融资洽谈会期间，
记者通过走访参会的相关人士，发现做好百城建设
提质工程投融资“有讲究”。

近几年，各地陆续建立了一批投融资平台，这
些平台在百城建设提质工程融资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是还存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等问题。“必须促
进这些投融资平台向市场化转型。”中财城市基金
投资总监、华北大区负责人谢昊建议，通过逐步注
入供水、供热等经营性资产，注入优质企业的股
权，剥离纯公益性资产，成立专门的公益性国有企
业等方式完成市场化转型，同时也可作为社会资
本方参与当地 PPP项目，避免存量项目开展过程
中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大力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建设。

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的背景

下，PPP模式是地方政府目前在建以及新建项目的
重要融资渠道。如果PPP项目运作不规范或有变
相融资等问题，就会加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
险。“按照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要进一步规范 PPP
项目运作，推动 PPP回归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的本源。”重庆国际投资咨询集团PPP首席代表于
超说。

“必须综合运用多种渠道探索新的融资机
制。”采访中，首批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的部分
县市负责人认为，要坚持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建立
政府与市场分工合理的投融资机制，按照经营性、
准经营性、非经营性标准对建设项目进行分类，明
确还款和收益来源，有效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市政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建设、运营和管
理，形成“融资—投入—收益—再融
资—再投入—再收益”的良
性循环机制。③6

巩义签约项目
超千亿元

濮阳化工产业很“吸金” 济源招来项目43个

“哈密—郑州”班列
有望开设

百城提质投融资“有讲究”

图① 4月 17日，河南省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投融资洽谈会在郑州举行。图为签约仪式
现场。⑨6 本报记者 谭勇 摄

图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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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家海外企业汇聚中原，与千
家河南企业共话合作。图为中外客商在洽谈项
目。⑨6 本报记者 杜小伟 董亮 摄

4 月 17 日，第十二届中国（河

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组委会办公

室发布消息，本届投洽会共达成合作

项目 321 个，投资总额 4399
亿元。合作项目呈现出新业态多、

产业规模大、知名项目多等突出优
势。

据了解，在集中签约项目中，10

亿元以上的项目94个，投资总额

2780亿元。按照资金来源地划

分：利用省外资金项目116个，投

资总额2689亿元；利用境外资

金项目16个，投资总额304亿

元。按照产业领域分：先进制造业项

目投资总额1720亿元，高成长性

服务业项目投资总额 1207 亿

元，现代农业项目投资总额66亿

元。②40（本报记者 孙静）

投洽会河南收获满满

②②

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