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特刊│052019年4月 10日 星期三
组版编辑 李倩 美编 刘竞

河南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投融资洽谈会举行

努力让城市宜业更宜居

推动老工业基地迈向高质量发展
——洛阳·2019城市经济创新发展论坛侧记

我省将建首个
5G智慧物流园区

【现场】

□本报记者 宋敏

伴随着欢快动听的音乐，几个美丽姑娘扮成“白天鹅”翩
翩起舞，向众人推荐当地特色产品……4月 8日，第十三届中
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在进出口商品展区，三门峡
市的推介方式别具创意。

“为了参加本届投洽会，我们广撒‘英雄帖’，邀请到会客
商306名，其中重要客商71名。”三门峡市商务局局长张华介
绍，该市共有18家装备制造企业参会，展品包括纯电动汽车、
车用轮毂、无人机、环保纸生产设备、空气净化器、黄金制品
等20余种。

“可喜的是，我们的企业和产品受到了广泛关注。”张华
说，比如速达电动汽车是河南省首辆自主研发、具有自主品
牌的纯电动轿车，整车实现由电气、机械、控制技术保证运
行，百公里充电费用约7元，有美国客商对此非常感兴趣。

灵宝苹果、核桃油、枣夹核桃、苹果醋、香菇制品……该
展区还设置了三门峡市名优特色产品品尝专区，给“吃货”带
来不少福利，吸引路过的客商前来试吃、互动。他们还组织

“小天鹅”团队进行路演和展馆推介，并在市情馆推出具有鲜
明地方特色的木偶戏《禹开三门》以及剪纸等非遗文化表演，
获得赞叹连连。

“硬核”产业、“小天鹅”表演等齐上阵，本届投洽会三门
峡收获颇丰，目前已征集签约项目26个，涉及先进制造业、高
成长服务业、现代农业，总签约额183.6亿元，其中 10亿元以
上项目5个。③9

三门峡特色展区惊艳投洽会

三门峡展馆的推介方式别具创意。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花絮】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 实习生 周玉琴）4月 7日，由省政
府侨务办公室、省海外交流协会主办的侨务资源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及出彩河南项目对接会上，12个合作项目签约，涵盖
文旅、教育、经贸、科技、医疗、航空、媒体融合等领域。

助力“中原文化”走向世界，河南博物院、河南博雅文化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开封汴绣厂、河南华侨书画院等与“一带一
路”沿线的英国、俄罗斯、阿联酋等国侨团展开合作。

助力“河南制造”走向世界，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中宸国际安保科技集团等与泰国河南商会、东非河南
商会等展开合作，双方将积极推动高新技术和产品对接、拟共
建相关海外生产基地。

助力“河南模式”走出国门，河南保税集团“买全球，卖全
球”跨境电子商务“1210模式”境外实验区项目现场签约；助
力“老家河南”乡村振兴，美东河南同乡会促成河南农业大学
与康奈尔大学进行植物科研合作；助力“河南故事”向世界传
播，《华人头条》河南运营中心与国际新媒体传播协会合作，讲
好中国故事、河南故事。以侨为“桥”，连通世界，侨界精英正
在为出彩河南贡献智慧和力量。③5

以侨为“桥”助力出彩河南
12个项目签约

【签约】

本报讯（记者 陈辉 宋敏）4月 7日，传化智联、河南电信、
华为公司、河南省工信厅在第13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
谈会上签约共建 5G智慧物流园区，打造全国领先的基于 5G
网络应用的智慧物流示范园区。

根据协议，合作四方发挥各自优势，以 5G技术在安防、
高清视频监控、智能调度、智能分拨等领域中应用技术开发项
目为切入点，以新郑传化物流小镇中智慧园区、智慧工厂建设
为基础，联合创新平台建设等为依托，推动开展全面、高层次
的合作，将传化中原物流小镇 5G智慧园区打造成亚洲最先
进的物流园区。

合作协议明确，将推动 5G通信技术在新郑传化物流小
镇智慧园区中的应用开发，四方基于5G网络的大带宽能力，
进行传化物流小镇的 5G 网络部署，并进行高清视频监控、
AR安防机器人、无人叉车等智慧园区建设。共同推进5G在
园区办公、园区安防领域的广泛应用，提升园区网络效率，降
低网络使用和维护成本，打造全国领先的基于 5G网络应用
示范园区。

该合作还将推动 5G网络在智能物流领域的探索，共同
推进5G低时延、切片等技术在物流行业中的使用，打造全国
领先的5G智慧物流样板点。③4

□本报记者 谭勇

4月 9日上午，作为第十三届中
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重要
专项活动，河南省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投融资洽谈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轩辕堂举行，共有 147个项目签
约，投资额2251亿元。副省长徐光
出席会议并作主题演讲。

“总体来讲，自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实施两年多来，我们一环紧扣一
环地推，一步一个脚印地抓，百城建
设提质和文明城市创建持续向纵深
推进，全省各地呈现出竞相发展的

良好态势，取得了令人鼓舞的亮丽
成绩。城市承载能力不断增强，人
居环境不断优化，发展质量不断提
高，公共服务不断改善，文明形象不
断提升。”徐光说。

据了解，两年多来，我省百城建
设提质工程累计实施 10310 个项
目，完成投资 8853亿元，为经济平
稳增长、城市转型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今年，省委省政府要求百城
建设提质工程在全省全域展开，重
点实施补短板、惠民生的城市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不断提
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经营高质

量，走出一条具有河南特点的城市
高质量发展路子。

我省各地围绕人民所想、群众
所盼，加大政务、教育、卫生、文化、
体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

今年，全省实施百城建设提质
工程项目总数达到7461个，总投资
额 约 2.3 万 亿 元 ，计 划 完 成 投 资
6710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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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等多个领域。本次
投融资洽谈会共邀请到国内外 372

□本报记者 李宗宽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4月 9日，由省商务厅和洛阳市
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第十三届中国
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洛阳分
会场“开放共享 智创未来——洛
阳·2019 城市经济创新发展论坛”
举行，来自国家有关部委的领导和
专家学者等会聚洛阳，为老工业城
市转型发展建言献策，探讨新时代
洛阳开放发展、创新发展、高质量发
展之路。

“作为新中国重点建设的工业
基地，一批科研院所和大企业在洛
阳布局，经过了 60 多年的建设发
展，奠定了洛阳在中国工业版图中
的重要地位。”洛阳市市长刘宛康表
示，迈入新时代，就如何更好地促进

“共和国长子”企业“老树发新枝”，
高新技术、新兴产业“新树结硕果”
等问题，希望专家学者们提出真知
灼见。

“要制定规划纲要，创建示范
区，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拉动
有效投资；优化投资结构，提升投资
效率，控制投资总量，注重降低负
债，推动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
化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
会长李毅中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提升工业企业盈利能力、加
快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等方面，为老
工业基地发挥比较优势、提振工业
经济出谋划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
一鸣以“实体产业发展和转型发展”
为主题，从宏观层面，就当前国家经
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大
背景下，如何推进实体产业转型发
展、高效发展，进行了主题演讲，为
洛阳在新常态下有效应对风险挑
战、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实
体经济发展廓清了思路、明晰了路
径、坚定了信心。

“扩大开放、发展实体经济、推
动高质量发展。”专家们聚焦提升工

业经济、发展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
转型升级的精彩演讲赢得现场阵阵
掌声。

结合洛阳实际，新松机器人自
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曲道奎从中
国工业机器人行业现状、机器人与
智能制造、传统机械制造行业智能
化升级等方面，进行了鞭辟入里的
分析，为洛阳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推
动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变、提升
实体经济创新竞争力注入了新动
能。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俞章法以中信重工的发展为切
入点，从开放、创新两个角度，解读
了提升中国制造竞争力的根本路
径，也为更多的传统制造企业转型
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③5

河南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投融资洽谈会项目签约现场。②47 谭勇 翟国明 摄

会展中心的展会现场客商云集。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次投融资洽谈会

共邀请到

国内外企业代表

372家
其中

世界500强企业 19家
央企28家
国内行业100强企业 14家
发布推介项目618个
总投资8302亿元

家企业代表，包括 19家世界 500
强企业、28家央企、14家国内行
业 100 强企业。会上共发布了
618个推介项目，总投资 8302亿
元，其中147个项目现场签约，投
资额2251亿元。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抓住河南
省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这个机
遇，在这些项目中寻找商机，踊跃
参与到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中来，在
助力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的同时，实
现自身更大的发展。”中天建设集
团副总裁、中天九建总经理许向华
说。③9

□本报记者 宋敏

“今年是浪潮集团连续第三
年参加投洽会。本届投洽会给
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更加上规
模、上水平，参会的境外客商、知
名企业越来越多。”4 月 8 日，第
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
洽谈会上，浪潮集团副总裁兼河
南公司总经理纪磊在接受记者
专访时说。

浪潮集团是中国领先的云计
算、大数据服务商。去年9月，河
南省政府与浪潮集团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在云计算、大数据产业、

“互联网+政务”等方面开展战略
合作，共同推进国家大数据（河
南）综合试验区建设，推动河南数
字经济建设。

“一年一度的投洽会，是河南
‘引进来’和‘走出去’的一个重要
促进平台，已成为国际资本进入
河南的快捷通道，也是河南企业
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窗口。”纪磊
说。

据介绍，本届投洽会上，浪潮
集团将就浪潮大数据产业园及中
原运营总部的落地合作事宜进行
洽谈。同时，该集团将积极推进
与河南各省辖市的合作，为当地
数字经济建设发挥力量。

“浪潮集团在河南会加大云
计算、大数据、智慧城市领域的投
资力度，将河南浪潮打造成当地
最大的‘云+数+智’新型互联网
企业。”纪磊表示，下一步还会加
大研发中心投入，部署浪潮 AI
研发基地落地郑州。同时，浪潮
集团规划在郑州投资建设大数
据产业园，打造本地化的研发、
销售、运维团队，大力发展云计
算、大数据、工业互联网、智慧城
市等产业。③8

加大在河南“云、
数、智”领域投资

——访浪潮集团副总
裁兼河南公司总经理纪磊

【专访】

图为投洽会洛阳分会场。②47 王以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