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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型“转”出新高度新活力

现代服务业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
个城市的区域综合竞争力、现代化水平
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鹤壁市着力破解
现代服务业发展总量小、层次低等问
题，以突出特色、打造品牌、做实业态为
重点，深入实施“2+3”现代服务业发展
提升行动计划，加快推进服务业发展提
速、占比提高、业态提升。

在发展休闲旅游产业上，该市依托
城市特质和自然人文资源，突出抓好城
市游、乡村游、工业游等新业态，努力打
造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和南太行及周
边地区旅游集散地。旅游产业呈现出
转型突破、提质增效的良好发展势头，
正在由“软实力”变为“硬支撑”。

5月 25日，京东亚洲一号电商产业
园项目正式落地鹤壁。该项目主要服
务以鹤壁为中心的豫北地区，旨在将鹤
壁打造成京东区域电子商务运营中心、
智能物流示范基地和现代化商品采购
中心。

“今年 9月，京东集团又决定在鹤
壁市建设京东云（河南）云计算产业基
地等项目。京东集团的重金布局，将带
动形成更多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

新模式，有力促进鹤壁市网络经济高质
量发展、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郝志军评
价。

在文化创意方面，当前鹤壁市正加
快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提升文化产品附
加值。2014 年至今，中原（鹤壁）文化
产业博览交易会已成功举办 5届，吸引
省内外参展商 5400多家，直接交易额
15.5 亿元，参展人数 342 万多人次，成
为展示中原文化形象、助推文化高地建
设的重要窗口。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近年来，鹤壁市
以“2+3”产业为重点，积极发展休闲旅
游、新型物流、网络经济、文化创意、健康
养老等产业，特别是通过抢抓机遇、抢占
先机，加快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业
态、新模式发展，着力构建特色鲜明、结构
优化、功能完善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有效
促进了现代服务业提速提质提效发展。

数据显示，2017 年鹤壁市服务业
增加值增长 9.3%，较前年同期提高 1.9
个百分点，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增加至
28.2%、较 2012年提高 10.2 个百分点，
推动产业结构日趋合理，一座特色服务
业名城已初具雏形。

近年来，鹤壁市以打造清洁能源与新
材料产业为突破口，立足自然禀赋、
产业基础和未来趋势，拉长产业链
条、做大产业蛋糕，使传统煤炭产业
焕发新的活力。

改变“一煤独大”的产业格局，是鹤壁实现产业
转型升级躲不开、绕不过的话题。有专家指出，能源
革命是“净”煤而非“去”煤，必须科学开发和洁净高
效地利用煤炭，而非彻底将传统的煤炭优势摒弃。

如何突破？往哪升级？来到宝山循环经济产
业集聚区，看到那密密麻麻的管道，就能找到答案。

多年前，鹤壁对煤的转型升级只行至煤到电这
一短链条，附加值低、抗风险能力弱，竞争力和影响
力都不尽如人意。

如今，甲醇、1，4-丁二醇、聚四氢呋喃、丁二酸
酐等现代煤化工项目接踵而至，正在将传统的煤炭
通过一条条管道转变为液状化工产品，在产业链延
伸的同时，附加值也层层递增。

“近期煤炭价格每吨也就不到 700元，但加工
成甲醇后，市场价格则接近3000元；如果再把甲醇
加工成1，4-丁二醇，每吨的价格将突破1万元。”11
月 6日，河南能源鹤壁煤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少
锋说。

与这些项目一路之隔，鹤壁建市以来投资规模
最大的工业项目——总投资72亿元的150万吨/年
煤焦油综合利用项目正在紧张推进之中。该项目
以煤焦油为基础，采用自主研发的国内首例悬浮床
加氢技术，生产高附加值化工原料和化工基础原
料，充分实现了对煤焦油的综合利用。

“自 2016年 2月首次投料以来，我们的工业应
用装置始终保持安全平稳运行，这在世界范围内都
不多见。”鹤壁华石联合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周宏表示，悬浮床加氢技术的推广应用将实现能
源产业的集合创新、循环发展，大大减少对环境的
影响，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和能耗，将对我国化工产
业的优化升级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鹤壁市以打造清洁能源与新材料产
业为突破口，立足自然禀赋、产业基础和未来趋势，
拉长产业链条、做大产业蛋糕，使传统煤炭产业焕
发新的活力。”鹤壁市发展改革委主任郝志军说。

与此同时，一度沉寂的电子信息产业，也在重
振当年鹤壁“电子城”的雄风——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PLC型光分
路器芯片及阵列波导光栅芯片，打破国外垄断，推动
光子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鹤壁天海电子信息系
统有限公司为有着“中国天眼”之称的500米口径球
面射电望远镜生产反射面板，其电子产品和信息技
术还为国内外多项重大活动提供保障。

当前，鹤壁市正在通过智能化、绿色化技术改
造，推动产业向高端迈进。去年，该市“3+2”产业占
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52.6%，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的 96.5%，煤炭行业占工业比重较 2012年下降 11
个百分点。

资源型城市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是一道

难题，对于依煤而建、因煤而兴的鹤壁尤为

如此。为了解开这道“等不得、拖不起”的

必答题，鹤壁一直在探索、始终在努力。

从上世纪 90年代以煤炭产业为支点

发展电力、建材、化工等产业，到新世纪之

初发展循环经济，再到近年来大力发展工

业“3+2”（清洁能源与新材料、绿色食品、

汽车零部件与电子电器、镁精深加工、现代

家居产业）、现代服务业“2+3”（休闲旅游、

新型物流、网络经济、文化创意、健康养老）

产业，鹤壁走出了一条颇具特色的转型发

展、创新发展之路。今年4月，因在老工业

基地调整改造中真抓实干成效明显，该市

获得国务院表彰激励。

如今的鹤壁，早已不是当初的煤城，它

自内而外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块小小的

光电子芯片，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更引领

整个光通信芯片产业发展；镁加工技术国

内领先、综合加工能力全国首屈一指；“中

国天眼”、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杭州

G20峰会均有“鹤壁制造”大放异彩……

一家又一家企业不断向产业链高端迈进，

鹤壁正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步履铿锵

迈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是第一动
力。

“这是我们不久前刚研制成功的分
布式反馈激光器芯片。”11月 3日，仕佳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吴远大介绍，“它是
三网融合、云计算数据中心、4G/5G无
线通信网络的关键器件，制造技术目前
还主要掌握在德、美、日等发达国家手
中，我们的产品推向市场后，将填补国
内空白。”

仕佳公司背靠的是中科院半导体
研究所河南研究院这棵“大树”。该院
成立于 2015 年，通过与仕佳公司深度
合作，不仅促使PLC型光分路器芯片等
实现量产，在去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还让仕佳公司一跃成为全球最大
的光分路器芯片供应商。

以打造创新型城市为目标，鹤壁市
当前正着力加强科技开放合作，积极建
设各类国家级、省级研究院、研发中心
等创新平台，借势、借智、借力创新，汇
聚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

在中国（鹤壁）农业硅谷产业园，由中
国农业大学和农信通集团联合成立的中

国智慧农业研究院，先后承担并完成国家
重点科研项目和重大工程项目20多项，取
得授权专利10项、国际领先科技鉴定成果
1项，还参与制定了多项智慧农业国家标
准和行业技术规范，已成为在国内具有重
要影响力的农业信息化科研机构之一。

近年来，鹤壁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平台、壮大创新主
体、集聚创新人才，先后出台 14个科技
创新系列文件，形成了覆盖科技创新全
链条的政策体系。

目前，鹤壁市已建成 6个省级以上
创新园区和 88家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荣获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48项，被
确定为全国创新驱动示范市、国家可持
续发展实验区等。2017 年，该市科技
进步贡献率达57%，高新技术增加值完
成 143.4 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的比重达31.6%。

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
踏上新征程的鹤壁，正以更广的视野、
更高的目标、更强的担当，深入推进产业
转型升级，加快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在
中原更加出彩中走在前、出重彩！③9

创新支撑产业升级

产业向高端化迈进 产业结构日趋合理

这是一座重视质量、追求质量、崇尚质量
的城市。

从2003年开始实施质量兴市战略，到2009
年在全省率先实施质量立市战略，再到2015年
成功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市，在追求质量的道
路上，鹤壁市始终坚持把大质量理念贯穿发展全
过程，坚定不移地以大质量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大力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持续深化质量强市建
设，走出了一条依靠提质增效带动转型升级的发
展路子，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

源于对品质的坚守，鹤壁天海集团经过数
十年的发展，从一家传统的连接器、线束生产企
业，逐步成长为实力雄厚的连接器科研、生产基
地和新兴的汽车电子产品研发基地，先后参与
起草多个国家及行业标准，在国内汽车连接器
市场的占有率达20%。该公司不仅是通用、克
莱斯勒等世界500强汽车企业重要的供应商，
还对国内市场自主品牌汽车实现配套全覆盖。

天海集团的产品缘何能得到市场的广泛
认可？过硬的质量是根本。“为保证产品质量，
我们聘请德国莱茵公司制定了严格的质量管
理体系，实现精益化生产，不断提升产品质量
和生产效率。”天海集团副总裁丁元淇表示。

为强化质量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近年来，
鹤壁市相继出台了加快提升工业、现代服务业、
农业、循环经济、农业标准化等质量发展的政策，
大力实施产品质量提升工程，设立市长质量奖，
在规模以上企业中推行首席质量官制度，建立质
量关键岗位考核机制和一票否决机制，引导企业
强化人员培训、采用先进方法、改进生产工艺、强
化过程控制，一批知名度较高的优质、创新产品
持续涌现，令“鹤壁制造”名扬海内外——

玉米良种“永优浚单 20”荣获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永达集团为航天员提供航天鸡肉食
品多达数十种；帮太谷物食品、非凡系列缠丝
蛋、无核枣、秋葵等食品获得国家原产地产品保
护证书。

……
此外，鹤淇产业集聚区成功创建“河南省禽

类肉制品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鹤壁国家
经济技术开发区获批创建全国金属镁产品质量
提升示范区，为特色产业质量提升发挥了示范
引领作用，有效推动了鹤壁市的产业转型升级。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为筑牢产业质量发展
根基，鹤壁市不断强化基础建设，积极构建适
应产业发展需求的检验检测及创新研发平台
体系。目前，全市已建成市级以上检测机构12
个、省级以上研发平台 78个、博士后和院士工
作站16家。

同时，鹤壁市大力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和生
活性服务业质量水平，支持服务业重点项目建
设，成功创建全国首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综合标
准化示范市；持续优化质量发展环境，在全省
率先试行行政审批标准化……

质量的提升永无止境。当前，鹤壁市正在
更广领域、更大范围持续融入质量精神，以大质
量的理念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到实处。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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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鹤壁市已建成6个省级以上创新园区

88家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荣获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48项

被确定为全国创新驱动示范市、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等

鹤壁市“3+2”产业

鹤壁市正在通过智能化、绿色化
技术改造，推动产业向高端迈进

鹤壁市服务业

推动产业结构日趋合理，一座
特色服务业名城已初具雏形

天海集团精密注塑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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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天汽模汽车模具有限公司的工人正在焊接汽车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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