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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主营业务收入

超100亿元的企业达到2家

50亿~100亿元企业12家

●拥有省院士工作站19个

●拥有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75个

●分别居全省第三位、第四位

截至去年底

截至目前

助力焦作资本市场

跻身全省“第一方阵”

焦作拥有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87家

省创新型龙头企业9家

分别居全省第五位、第三位

河南省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示范企业27家，居全省第三位
新三板挂牌企业22家，在全省排名第五
四板挂牌企业377家，在全省稳居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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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焦作这片沃土上，从来都不乏
创新创造的事例。百年前，因煤炭起
家的焦作就因拥有我国第一所矿业
高等学府和河南省建立最早的高等
学校、河南省第一条铁路、第一家银
行、第一个电报局、第一所医院、第一
盏路灯而蜚声国内。焦作的工业发
展也因为有了科学技术的支撑和推
动，奠定了在河南领先的基础。

新时代新征程，焦作市委将创新
驱动战略放在推动转型发展的三大
战略之首，将创新焦作放在建设“四
个焦作”的首位，积极推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今年1月 8日，在2017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多氟多的“锂离

子电池核心材料高纯晶体六氟磷酸锂
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项目荣获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多氟多创造可喜成绩的背后是
焦作贯彻中央、省委关于创新发展的
重大任务，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实现
转型升级、补齐科技短板、加快创新
发展的一个个关键举措——在全省
率先出台《焦作市科技创新券实施管
理暂行办法》，落实市级科技创新奖
励资金和科技计划项目补助资金
2737.35 万元，调动各类科技创新主
体的积极性；

在河南理工大学启动我省首家建
设的“一校一园”科技园，旨在培育成
为科技经济合作的新典范、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的新平台、经济转型升级的
创新原动力，河南理工大学科技园正
在成为焦作的人才高地和创业高地；

在全省首家设立改革创新奖和
企业创新发展奖，在全省商行系统首
家设立科技支行，目前落实科技贷款
4550 万元，累计发放科技型企业贷
款 37 户 67 笔，累计授信金额达 1.6
亿元，科技贷款业务走在全省前列。

截至目前，焦作拥有省院士工作
站 19 个、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75
个，分别居全省第三位、第四位。

“2017年，焦作成功获批全省科
技创新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是全省 3
个试点市中唯一的省辖市。”焦作市
科技局局长杜安禄介绍。

增强“驱动力”强引擎积聚新动能

焦作的工业有多牛？
全球氟化工的领头羊多氟多，亚

洲第一的汽缸套企业中原内配，亚洲
第一、世界第四的钛白粉生产企业，
全球领先、中国最大轮胎企业风神轮
胎，全球最大的羊剪绒基地隆丰皮
草，国内最大的汽车轴类件产品制造
企业中轴控股集团……

一个个耀眼的企业云集焦作，擦
亮了工业这张分量最重的城市名
片。作为拥有 100多年的现代工业
史的老工业城市，面对经济新常态，
焦作也曾遭遇了一系列深层次矛盾
和问题的困扰——产业层次低、创新
能力弱、要素制约加剧等矛盾凸显。

新一届焦作市委、市政府迎难而
上，在创新基础上推动产业升级，提出

坚定不移地实施工业强市战略，真正
让工业在焦作跻身全省“第一方阵”的
进程中打头阵、唱主角、挑大梁。

焦作强化龙头培育着力打造装
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化工、食品、
生物和新材料六大产业集群，强力推
进十大工业项目，实施“1020”大企
业集团培育工程。

一批骨干企业快速壮大：风神轮
胎与倍耐力强强整合、佰利联上演

“蛇吞象”兼并大戏、多氟多并购河北
红星……焦作企业兼并重组和并购
频“出拳”，龙头企业不断扩大市场占
有率；

工业十大项目进展得如火如荼，
目前带动实施转型升级项目495个，
完成投资1093亿元，促成超百亿元、

50亿元企业分别达到2家、12家；
产业集群各领风骚：5月 17日，

蒙牛集团与焦作市政府签署“百亿产
业集群战略框架协议”，助推焦作食
品产业做强做大；中原内配“领衔”的
装 备 制 造 产 业 吸 纳 集 聚 了 中 原
GKN、中原活塞、新日集团电动车等
50余家关联企业。

从链式发展到产业集群化，从煤
矿产业的一枝独秀到六大产业集群
的百花齐放，从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到
大企业集团挑大梁，转型以来，焦作
工业格局焕然一新，多轮驱动，多点
支撑，探索出产业突围的新路。

去年，焦作工业经济从总量到增
速、从规模到效益均已跻身全省“第
一方阵”，按下工业转型的“快进键”。

培育“生力军”“小巨人”迸发新能量

创新绘就高质量发展精彩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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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篇 ——

奋进新时代 构建新格局
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访焦作市市长徐衣显

40年弹指一挥间，40年飞越万
重山。40年来，焦作人民紧紧抓住
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以敢为人
先的改革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开放实
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
成就，谱写了大改革、大开放、大转型
的壮丽篇章。近日，焦作市市长徐衣
显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焦作
将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开放再
扩大，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
力绘好新时代改革开放新画卷。

徐衣显介绍，乘着改革开放的东
风，历届市委、市政府坚持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不动摇，全市综合实力显著
增强，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人民生活
不断改善。2017年GDP达 2342.8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是 1978 年的
84倍；三次产业结构由35∶46∶19优
化为 5.8∶58.4∶35.8；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是1978年的76倍、
167倍。在实践中，我们立足资源枯
竭城市实际，主动调整结构，加快转

型升级，“黑色印象”蝶变“绿色主
题”，探索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转型
发展之路。我们坚持以新发展格局
引领转型发展，抢抓郑焦深度融合
机遇，加快构建“一枢纽、一中心、两
新城、两走廊、三平台、四绿带”发展
格局，焦作在全国全省的地位和作
用明显提升。坚持以结构调整支撑
转型发展，“太极圣地、山水焦作”两
大旅游康养品牌享誉世界，打造了
装备制造千亿级、汽车及零部件等3
个五百亿级产业集群，电商等新业
态蓬勃发展。坚持以改革开放促进
转型发展，强化开放招商生命线意
识，与德国莱茵金属、华夏幸福、港中
旅、蒙牛等一批行业龙头实现战略
合作；综合医改、行政审批等改革走
在全国全省前列。坚持以新型城镇
化牵引转型发展，改造提升中心城
区，全域实施百城提质，深入开展“四
城联创”，接连创成全国城市双修试
点市、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等。
坚持以生态环境保障转型发展，重
拳开展北山治理，集中整治“污染围
城”，加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建设，荣
获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
称号。

徐衣显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焦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做到践行
新理念“换脑子”，错位发展“创路
子”，务求实效“迈步子”，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我们将找准发展

“坐标系”，围绕建设郑州大都市区
门户枢纽城市，完善高铁、高速、国
道省道和跨黄河大桥综合交通体系
等，持续提升区域战略地位。绘好
产业“路线图”，推动产业新城和生
态新城“南北呼应”，构建新焦济洛
工业走廊、郑焦晋物流走廊。筑牢
转型“支撑点”，积极融入河南自贸
试验区、郑洛新国家自创区，加快建
设智慧城市，构筑开放、创新、智慧
三大平台。织密绿色“防护网”，打
造南太行、南水北调生态旅游集聚
带等“四绿带”，全力营造宜居宜业
环境，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
念的示范城市，努力在中原更加出
彩中出重彩、更精彩。③5

“坚持育龙头、强中坚、抓小微，
壮大民营经济实力，发挥创新引领作
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培育新
兴产业。”11月 10日上午，焦作市召
开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

吃下定心丸，聚力加速行。除了
“育龙头”，焦作积极支持中小微企业
发展，推动“个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
上市”，打造一批“专精特新”和“小巨
人”企业，越来越多的典范竞相涌现，
共同奏响焦作经济发展的精彩乐章。

河南千年冷冻设备有限公司，经过
近20年的发展，年产值已经增长了50
多倍，自主研发了国内第一个变速调节
螺杆压缩机和滑阀调节螺杆压缩机并
联机组、第一台全国最大的螺杆双级配
搭并联机组……从一个小公司发展成
为智能化、现代化、科技化的行业翘楚，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河南省创新龙头
企业”“河南省技术创
新示范企业”等诸多
荣誉加身；

河南省皓泽电子有限公司致力
于智能手机摄像头驱动马达（VCM）
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已成为华为、
OPPO、小米等知名品牌指定供应
商，荣获第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
南省一等奖。

在6月举办的郑洛新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首届军民科技融合创新创业
大赛中，焦作中小科技型企业表现耀
眼：河南龙旺钢化真空玻璃有限公司
的“舰船用钢化真空玻璃”项目荣获二
等奖，河南晶泰航空航天高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的“新一代相控阵雷达TR
模块电子封装产品的产业化”项目荣
获成长组唯一的一等奖。

一批批创新能力强、

核心竞争力突出、成长性好、引领产
业发展的中小科技型企业竞相发展，
为焦作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生力量。

截至目前，焦作拥有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 87 家、省创新型龙头企业 9
家，分别居全省第五位、第三位；现有
河南省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示范企业
27家，居全省第三位；拥有新三板挂
牌企业 22 家和四板挂牌企业 377
家，在全省排名第五和第二，助力焦
作资本市场跻身全省“第一方阵”。

唯创新者进，唯转型者强，唯升
级者胜。在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的
实践中，在中原更加出彩中出重彩、
更精彩的进程中，焦作铿锵前行的脚
步坚定而自信。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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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找准发展‘坐标
系’，围绕建设郑州大都市
区门户枢纽城市，完善高
铁、高速、国道省道和跨黄
河大桥综合交通体系等，
持续提升区域战略地位。
绘好产业‘路线图’，推动
产业新城和生态新城‘南
北呼应’，构建新焦济洛工
业走廊、郑焦晋物流走
廊。筑牢转型‘支撑点’，
积极融入河南自贸区、郑
洛新国家自创区，加快建
设智慧城市，构筑开放、创
新、智慧三大平台。从因煤而兴，到工业立

市，再到绿色发展，40 年来，

改革开放的大潮在 4000 平

方公里的怀川大地潮起云涌。

40 年岁月峥嵘，怀川大

地上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令

人心潮澎湃。从曾经的工业

优势领跑中原，到龙头带动集

群发展，再到“行业小巨人”

“单项冠军”不断涌现，改革开

放的丰硕成果撑起了这片土

地的经济荣耀，也记录了焦作

人奋斗发展的轨迹。

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

念示范城市，在中原更加出彩

中出重彩更精彩，40 年风云

激荡，改革再出发，焦作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启高质量

发展的崭新征程，持续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稳步前行，在中

原更加出彩中有信心勇当急

先锋，绘就浓墨重彩的精彩新

画卷。

抢占“制高点”大企业带动集群发展

总投资5亿元的浪潮云计算中心落户焦作。

全球气缸套行业领导者——中
原内配公司生产车间的机器人正在
作业。

专门从事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
研发与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河
南超威电源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