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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振杰

11月 1日，智能装备暨智能网联
汽车对接会在郑州举行。工业和信息
化部、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河南省工信委相关负责人，
200多家省内外知名企业代表以及前
来参加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
活动的8省区代表团相关人员共500
多人出席。

对接会通报了我国智能装备及智
能网联汽车的发展现状及发展前景、
机械工业中新兴产业的发展状况以及
河南省在相关行业的实践和机遇。

我国智能装备及智能网联汽车
发展迅速，同时也进一步带动传统产
业的加速转型升级。在这个过程中，
创新企业不断涌现，关键技术的研发
成果也硕果累累。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副
司长罗俊杰介绍说，通过这些产业的
转型升级和新动能、新优势的培育，
产业链、产业集群的布局日趋丰富。
去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的产量首次超
过 10万台，同比增长 68.1%；机床主
营业务收入近万亿，同比增长6.1%。

但同时，我国智能装备产业与发
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很多核心

零部件依赖进口。对接会上，与会嘉
宾一致呼吁，以开放的思路，共同深
化在机器人、数控机床等方面的合
作，推动相关产业有序健康发展。

河南智能装备制造业发展迅速，
中铁装备、中国一拖等一批优质企业
迅速壮大。装备制造业是河南省两
个万亿级产业之一。我省客车和盾
构产业规模居国内同行业第一位，农
机、矿山装备、电子信息产业持续高
速增长，一批高端装备、关键核心零
部件、共性基础核心技术取得突破。

河南是国家物流交通枢纽，智能
网联汽车市场前景广阔。据省工信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河南将聚焦数控
机床、工业机器人、成套智能装备和
智能网联汽车四大领域，加快先进制
造业强省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改
造、绿色化改造，重点开展机器换人
专项行动，努力把我省打造成全国重
要的智能装备产业基地。③6

河南高度重视绿色发展，
着力构建绿色制造体系，
制定标准规范，出台政策
措施，从去年开始在全行
业开展绿色化改造，加快
推进工业绿色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陈辉

11月 1日下午，2018中国（郑州）
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举办了绿色制
造专题对接会，来自政府部门、行业协
会、高校、重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代表，
围绕绿色发展、节能环保等话题展开交
流和业务对接。

“我国是工业大国，但是，我们也必
须清醒地看到，工业化快速推进消耗了
大量的资源，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
压力，必须加快构建绿色、循环、低碳发
展的产业体系，推动绿色发展成为生
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工信部节能与综
合利用司巡视员李力说，我国已全面
推行绿色制造，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了24.6%。

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
秘书长智慧介绍，根据发达国家的经
验，环保产业比重占 GDP 的比重达
到3%，且投入高峰持续十年以上，才
能有效实现环境改善。近年来国家
在环保领域的投入不断加大，预计
2020年环保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有望达到 3%。这个过程中机遇很
多，但资金短缺仍是瓶颈，绿色发展
的融资需求缺口巨大。

省工信委副主任聂春山说，河南

高度重视绿色发展，着力构建绿色制
造体系，制定标准规范，出台政策措
施，从去年开始在全行业开展绿色化
改造，推广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
绿色供应链和绿色产品，加快推进工
业绿色转型升级。

会上，河南省绿色制造联盟成
立，十余家河南制造业龙头企业加
入，并现场发布《河南省绿色制造联
合宣言》。该联盟将推动河南制造企
业绿色化改造，包括绿色设计、绿色
生产、绿色运行、绿色回收、绿色再
生、应用绿色能源、使用绿色包装、实
施绿色营销、开展绿色贸易等。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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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

特刊│022018年 11月3日 星期六
组版编辑 高超 胡舒彤 美编 党瑶

China(Zhengzhou) Series of Industrial Transfer Docking Activities2018
推动制造业开放合作和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通讯员 李
子耀）11 月 1日，2018 中国（郑州）产
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信阳纺织服装专
题对接会上，信阳市共签约项目 45
个，总投资 146.37 亿元，涵盖纺织服
装、绿色食品、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

新型家具等诸多领域。
作为我省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多、质量优是信
阳签约项目的主要特点。纺织服装对
接专题会上，仅纺织服装项目就签约
20个，总投资43.22亿元。③5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11 月 1日
下午，借 2018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
列对接活动平台，中德（焦作）高端制
造企业合作论坛在焦作举行。

德国工商大会北京办事处总经理
舒友涵作了题为《德国在华业务及中国
德国商会介绍》主题演讲。他说，目前
德国在华企业约 5200家，涉及顶级行
业、机械设备和汽车等领域。德国工商
大会致力于中德两国间的投资及经贸
往来，为在华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美最时贸易（北京）有限公司总
裁迈克·霍夫曼认为，焦作工业开放
合作的重点领域范围广、潜力大，希
望能为中德合作作出贡献；德国罗德
事务所上海办事处律师南宁思的题
为《携手成功投资德国》的主题演讲，
着重介绍了德国的投资环境和投资
流程。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中国开放的
大门越开越大，乘着中德合作不断深
化的东风，焦作积极推进与德国的产
业与技术合作，特别是依托装备制造
等优势产业，加入了中德工业城市联
盟，成为首批加盟城市。

中原内配、佰利联、科瑞森等企业
与德国奔驰、大众、莱茵等公司开展了
多年产品配套合作，建立了较为紧密
的技术与项目合作关系，合作建设了
中欧先进制造产业园。2017年，焦作
与德国贸易总额 9405.5 万美元，同比
增长 28.5%，合作规模不断扩大，领域
不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

焦作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更
多德国企业家选择焦作、走进焦作、投
资焦作，推动双方高端产业对接，共同
为两国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益地发
展作出贡献。③6

本报讯（记者 何可）11月 2日，全
国信息科学发展高端论坛暨科技项目
合作大会在郑州高新区举行，来自中
国自动化学会、中国通信学会、清华大
学、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专家学者和
省市领导出席活动。

与会专家指出，信息科技日益成
为全球城市发展的首动力。河南省正
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关键时期，迫切
需要抓住蓬勃兴起的信息化浪潮，充
分发挥信息化的驱动引领作用。

全国信息科学发展高端论坛暨科
技项目合作大会是2018中国（郑州）产
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的重要内容之

一。中国自动化学会党支部副书记吕
爱英表示，中国自动化学会愿意与郑州
市相关企业开展技术对接，促进郑州信
息技术产业特别是自动化产业发展。

据了解，郑州将加快信息技术与
主导产业的深度融合，着力突破关键
核心技术，培育有竞争力的产品，推动
郑州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为加快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据悉，郑州将在航空港区、高新
区、金水区等信息产业集聚区建立国
家级学会服务站、协同创新基地等科
技服务平台，引进和转化一批先进科
技成果，为郑州市信息产业转型升级
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科技支撑。③6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通讯员 司
马连竹 张苗苗）11月1日，记者从南阳
市工信委获悉，在 2018中国（郑州）产
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中，南阳市成功签
约项目30个，总投资额89.04亿元，其
中3个项目投资额达10亿元以上。

在当天上午举行的产业转移合作
集中签约仪式上，南阳市共有 4个项
目成功签约，分别为：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在内乡县投资 15亿元建设华福包
装科技产业园、威海鲲鹏地毯在镇平
县投资 8亿元建设泓琳和泰机织地毯
基地、康倍宝纸业在唐河县投资 10亿
元建设年产 20万吨生活用纸加工企

业、山东尚舜化工在桐柏县投资 10.5
亿元建设年产 5万吨的高性能子午线
轮胎配套专用橡胶新材料项目。

11月 1日下午，南阳专场签约会
在郑州圣菲特花园酒店举行，来自北
京、山东、重庆、湖南等地的企业分别
与南阳签订26个投资项目协议。

“此次成功签约项目与南阳近年
重点打造的主导产业联系紧密，有利
于我市优化产业结构、补强补全产业
链条。”南阳市工信委负责人说，这些
项目落地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
120 亿元、税收 8.6 亿元，并带来近万
个就业岗位。③9

本报讯（通讯员 王绍刚）11 月 1
日，2018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
接活动陕州化工新材料专题对接会在
郑州举行，陕州区产业集聚区签下“合
作大单”，成功签约 16个项目，签约总
金额 204.2 亿元，涵盖生态化工、产教
融合、生物科技应用、卫星遥感应用等
领域。

据了解，2017 年，我省决定分步
分类推进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

生产企业搬迁改造和转型升级。陕州
区产业集聚区是我省规划的重要化工
产业集聚区，以精细化工和化工新材
料为主导产业，具有良好的化工产业
承载能力。近两年，该产业集聚区抓
住产业政策调整的机遇，积极承接东
部沿海地区和河南省化工产业转移，
先后签约落地了一批优质化工产业及
园区配套设施项目，逐渐形成了较为
完备的化工产业链。③6

省辖市、县（区）专场

全国信息科学发展高端论坛
暨科技项目合作大会举行

中德（焦作）高端制造企业
合作论坛举行

南阳签约30个项目
总投资89.04亿元

陕州区签约16个项目
总金额204亿元

信阳签约45个项目
总投资 146.37亿元

出席者提出：

打造全国重要的智能装备产业基地

□本报记者 陈辉

“今年的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
虽然压缩了规模和人数，但热度不减，
除了邀请的客商外，山西、河北都派出
了百人规模的代表团前来寻找合作机
会。”省工信委负责人说，通过连续六
届的打造，一省牵头、九省联动、部省
合作、区域合作、行业合作、产学研合
作的态势已经成型。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面临新的
变化，国际产业转移向高端化、链条
化、合作式发展。国内产业转移则呈
现竞争合作态势，沿海发达省市结构
调整加速了产业、资本、技术、人才溢
出效应，深化区域联动和分工协作成
为产业转移主流。

我省在这个过程中立足比较优势，
积极探索出有效的产业转移推进模
式。对国内沿海发达省市，以链条式、
整体式、集群式承接；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深化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
作，推动优势企业走出去、优质资源引

进来。对欧美和日韩等发达国家，则主
要是承接产业和技术转移，推动省内企
业与国际制造业在技术、品牌、人才、营
销平台和产品、市场等方面进行合作与
共享，加速融入全球价值链。

本次项目签约仍然体现着这种趋
势，项目主要来源地集中在长三角、珠

三角、京津冀，特别是广东、上海、江苏、
浙江等省市正在实施“腾笼换鸟”，产业
外移动向明显。这次签约的项目中，
北京的医药健康、节能环保产业，上海
的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产业，广东
的家电、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占
据了不少份额。

随着“三区一群”等国家战略的推
进，河南的发展日新月异，无论是招商
引资，还是引进人才，都出台了足够优
惠的政策，并释放出巨大的诚意，达到
了“滚雪球”的放大效应，“朋友圈”也随
之越来越大。上汽乘用车在郑州生产
出领先的智能网联汽车，海尔空调在郑
州建成个性化定制工厂，格力也要在洛
阳建设智能制造基地，这些知名企业的
落户使河南相关产业迈上了新台阶。
我省还强力招才引智，发挥创新人才的
引领作用，以产业需求聚揽人才，以创
新人才带动产业发展。森源电气引进
电气专家曹宏、洛阳普莱柯引进著名动
物疫病防控专家田克恭、鹤壁仕佳光子
引进中科院研究员吴远大，这些人才的

引进带动了企业的二次腾飞。
随着产业分工的持续调整重塑，

未来的产业合作机制将会展现新局
面。我省提出将深化区域定向合作，
进一步拓展豫沪、豫粤、豫京、豫闽合
作领域，完善对接平台，建立区域间利
益共享的定向承接机制，推进合作共
建产业园；深化国际产能与装备合作，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推动
我省企业与相关方进行全方位合作，
谋划建设一批中外合作产业园试点。

科技创新日新月异，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技术发展催生出多姿多彩
的新经济。我省承接产业转移还将打
好人才牌、智力牌，深化产学研定向合
作，持续跟踪落实河南与重点高校和
科研院所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加快
引入技术、人才等创新资源，完善科技
成果转化协同推进机制，强化多元承
接，提高创新能力。把招商引资和招
才引智有效结合，利用好河南人才新
政，广纳天下英才，为河南发展贡献智
慧和力量。③5

推动更高水平的区域合作
——2018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新观察之三

我省承接产业转移

还将打好人才牌、智力

牌，深化产学研定向合

作，持续跟踪落实河南与

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签

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加快

引入技术、人才等创新资

源，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协

同推进机制，强化多元承

接，提高创新能力。

11月 1日，2018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在第 11届郑州国际汽车展览会暨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展现场，观者如
潮。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参会者热议：

绿色发展应成为生产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