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多月前，年近八旬的双汇集团董
事长万隆，获得了一个人们格外看重的荣
誉：上榜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共同推荐
的“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
单，成为我省上榜的五位企业家之一。

说漯河，不能不提双汇。正是靠着由
内销转型外贸，靠着大招商、招大商，双汇
从一个濒临破产的小肉联厂发展成为中
国最大、世界领先的肉类加工集团。特别
是在2013年，双汇国际斥资71亿美元，并
购全球最大的猪肉食品企业美国史密斯
菲尔德公司，实现了由中国最大到世界最
大猪肉食品公司的跨越。“双汇的发展得
益于改革，成就于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
没有今天的双汇。”万隆说。

双汇无疑是漯河市改革开放的最好
见证者。作为曾经的内陆特区，作为资源
相对贫乏的后起之秀，开放对漯河而言有
着特别重大的意义。没有大开放、大招
商，就没有漯河的大发展。

利用外资能力持续增强。自 1986年
设立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以来，漯河市利
用外资规模逐年加大，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由 1990年的 32万美元，逐步增加到 2017
年的 90137万美元。目前，漯河市先后引
进世界 500强企业 15家、国内 500强企业
20家，外来投资企业纳税金额占漯河市税
收总额的比重超过50%。

进出口质量不断提升。进出口贸易
从2000年的 8661万美元到 2017年的 7.8
亿美元，增长了 9 倍，年均增速 100.8%。
进出口市场也由改革初期的主要对港、
澳地区和苏联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发
展到如今的全球各地。目前，漯河市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产品的企业已
达 70家。

开放平台日益完善。为快速提升开
放平台质量，漯河市紧紧围绕主导优势产
业抓招商、延链条、促集聚，产业集聚区已
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平台，并逐渐形
成了一个国家级、两个省级开发区，多个
产业集聚区及特色园区竞相发展的开放
新格局。在会展方面，经过 16 年精心培
育，中国（漯河）食博会也从 100多个展位
的小型区域性节会，发展成为在国内具有
较高知名度和较强影响力的大型综合性

博览会，成为漯河市对外开放的
亮丽名片。与此同时，漯河肉类
进口口岸进口业务量稳居全国肉
类口岸前十位、内陆肉类口岸首
位；漯河东城智能物联港保税仓
保税业务增长速度和综合运营情

况居全省前列，正在加紧申报保税物流中
心；河南自贸试验区漯河协同发展区率先
获批……漯河“一关两区四岸三仓”建设
快速推进。

全面开放硕果累累。今年前三季度，
全市进出口总额43.3亿元，增长11.8%；其
中出口 39.2 亿元，增长 15.5%。新签约投
资超亿元项目73个，总投资314.3亿元；实
际利用境外资金6.5亿美元，增长8.1%；实
际利用市外资金256亿元，增长5.7%。

“作为曾经的水旱码头，漯河素有开
放包容的优良传统；建省辖市后又有大批
外来人才在此干事创业、落地生根，更使
开放包容成为漯河的特质。可以说，漯河
就是伴随着开放成长壮大起来的，开放是
漯河的传统、漯河的优势，也是漯河的精
神，实现漯河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
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我们一定要把开
放的旗帜高高举起，把开放的优势释放到
最大，把开放的功效发挥到极致。”一位

“老漯河”说。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

新者胜。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
创新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漯河市正
以“打造全省科技创新活跃区、深化改革
先行区、扩大开放示范区”为目标，三力联
动，三箭齐发，汇聚起为中原更加出彩增
添浓彩的强大动能，唱响漯河高质量发展
的青春颂歌。③6

开放带动 包容成为漯河特质

11 月 16 日，一场高规格、大规模、综合
性的跨学科科技盛会——以“创新驱动，协同
发展”为主题的河南省第九届学术与产业发
展年会在漯河市举行。站位高端的主旨报告
会、内容丰富的16个分会场学术交流、2个学
科与产业发展研究报告，以及众多为地方经
济发展服务的专项活动精彩纷呈。

政府在搭台，企业在行动。“现在，辣条对
我们来说已经是传统食品了，我们生产的重
点是豆制品、蔬菜制品，像今年新出的脆辣海
带，一上市就非常火爆。”漯河平平食品有限
公司负责人介绍说，凭着每年十多个新品的
推出以及线上线下联动销售，公司每年保持
30%以上的高速增长。该公司也从一个名不
见经传的小微企业成为中国辣味休闲食品第
一品牌。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
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近年来，漯河
市着力推进技术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
管理创新“四大创新”，以培养引进创新引领
型企业、平台、人才、机构为重点，大力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精心培育创新驱动这一根
本动力。

持续实施“设备换芯”“生产换线”“机器
换人”项目，加快智能化改造步伐，全面提升
企业研发、生产、管理、服务的智能化和产品
的高端化水平。位于召陵区的世林（漯河）冶
金设备有限公司，上了 9套数字化智能化生
产线后，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幅下降，用工量下
降了67%，生产效率提升了2倍以上，成本下
降了1倍以上。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11月 2日，郑州大
学、省化学学会和省机械工程学会联合漯河
市胶管行业及经济技术开发区，组建了河南
省液压管材产业技术协同创新基地和漯河市
液压管材产业技术研究院，共同支持漯河液
压管材产业创新升级。目前，漯河市已在食
品、生物医药、盐化工、液压胶管等行业组建
了多个技术创新联盟。

加大科技投入和奖补力度。全面推行科
技券制度，对科技企业奖励 1188万元，21个
项目列入全省科技发展计划，新增法人化研
发中心 4 家。 2017 年，全市科技支出达
4.13 亿元，同比增长 2.12倍，占一般公共财
政支出的 2.35%。近 3 年来，市财政拿出
3040万元资金对符合奖励条件的高新技术
企业等进行了奖励，累计帮助企业争取并实
施省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74项。

深入实施专利质量提升、专利导航、知识
产权强企工程。近 3年来，全市累计申请专
利 4486 件 ，年 均 增 长 29.77% ；授 权 专 利
3032件，年均增长45.5%。全市16家企业开
展质押融资1.28亿元，融资额全省第一。

以提升全市科技创新能力为核心，多管
齐下，漯河市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创新成果
进一步涌现，胶管脉冲技术、天然色素工艺等
一批创新成果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引起国内
外广泛关注。

三力联动 打造活力漯河

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
招。回顾漯河市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漯
河因改革而生，因改革而兴，勇于改革、敢
闯敢干、敢为人先，早已成为漯河市与生
俱来的基因。

11月25日上午，位于临颍县杜曲镇北
徐庄村的北徐孝养院花木葱郁，老人们在一
起聊天、活动，个个神采奕奕。作为临颍县
首家医养一体化的健康养老中心，这个孝养
院最大特色是既养老，也治病，集社区医院
和养老院于一体，入住的老人可就近享受保
健性质加治疗性质的医疗服务，并可据实享
受医保报销政策。像这样医养结合的机构，
在漯河市100张以上床位的养老机构中比
例达到50%，在建养老机构中达到80%以
上。而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比例，得益于漯
河市作为全国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市
和临颍县作为全省医养结合试点县在深化
养老服务业方面的大胆改革探索。

翻看漯河市承担的17项国家级、省级
改革试点目录以及今年实施的176项改革
任务可以发现，从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到政
府“放管服”改革，从工业优化升级、企业

服务、涉企资金基金化改革到国有非工业
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从房地产去
库存到农地确权登记颁证……漯河市“四
梁八柱”全面深化改革框架体系基本完
成，重点领域改革顺利推进，全面深化改
革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改革强劲发力，释放发展活力。
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中，漯河市探索

推进“一网通办、一窗受理、一次办妥、一
号对外”和“一次不用跑、一分钱不用掏、
三天全办好”的模块化运作机制，大幅压
缩了办理时间和企业成本。

在不动产登记中，漯河市逐步实现
“一窗受理，并联办理”全覆盖，将不动产
登记优化为“进1个大厅，排2次队，4个环
节办结”，时限压缩至3个工作日。

在“三块地”改革中，从今年一季度开
始建立土地大收储机制以来，全市占补平
衡指标 10年来首次实现自给自足并有大
量节余，增减挂钩指标超过了 5年来的总
和，土地收储面积达到前三年的总和，实
现了历史性突破。

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漯河市推进

部门在线并联审批，15个市直部门实现横
向联通，报建审批事项整合减少 20%左
右，审批事项平均办理时限缩减 20%左
右，申报材料平均减少 20%左右，非涉密
投资项目网上在线办理率达到100%……

“过去报批土地、环评、安评等前期审
批事项多，没有个一年半载下不来；现在，
从开始办理土地预审批到最终拿到建设
工程施工许可预证，只用了两个多月，项
目开工时间比原来至少提前了 100多天，
真是想不到！”提及当地实施的重点项目
预审批制度，临颍县汽车文化综合体项目
负责人邢昊天感慨不已。

改革之风，吹来发展红利，吹来无限
生机。“我们将继续把抓改革推进作为重
要政治责任，按照‘凡是党中央、国务院和
省委、省政府部署的都要及时跟进落实，
凡是能够先行先试的都要积极向上争取，
凡是漯河发展需要的都要坚决主动推进’
这‘三个凡是’的要求，坚决将改革进行到
底，让改革落地生根，以全面深化改革点
燃新时代漯河‘再出发’的澎湃引擎。”漯
河市委书记蒿慧杰说。

改革推动 点燃“再出发”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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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 牵住发展“牛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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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 张松涛 张航 摄

这是一片充满生机

和活力的土地，她青春

飞扬、朝气蓬勃。作为

改革开放的产物，作为

我省最年轻的省辖市之

一，漯河市正以创新增

强新生动力、以改革增

强内生动力、以开放增

强外源动力，努力形成

三力联动、三力齐发的

混合型新动力，为推动

漯河实现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劲动能。

美丽的漯河港。 张松涛 张航 摄

河南中大恒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
基地。 张松涛 摄

全市科技支出达4.13 亿元
同比增长2.12倍
占一般公共财政支出2.35%

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
长 38.2%，占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比重35.7%

2018年

2017年

今年前三季度，全市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增长 17.1%，对
全 市 工 业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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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