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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投洽会见证了
一个正在积极调整经济结构以
应对各方挑战的河南。”河南省
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袁金星说。

袁金星认为，投洽会通过平
台功能的发挥，有力地促进了资
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流动
与重新组合配置，形成优势要素
合作，带来巨大的技术示范和技

术学习效应、要素融合和产业领
跑效应、交易机会聚集和交易成
本节约效应，助力更多河南优势
产业、企业做大做强。

袁金星表示，一系列经贸
交流活动，有利于强化企业转
换发展动力，从规模扩张向质
量效益提高转变，推动河南更
好实现高质量发展。

@小鹿不哭：咱河南开放、大

气，向世界张开双臂，拥抱远道而来

的客商。我觉得投洽会不仅仅是一

个聊大项目的活动，作为市民的我

逛逛投洽会展馆也是开了眼界啦！

@把酒言笑晏晏：河 南 的 标

签，除了烩面、少林寺、“中”，也该

有投洽会。感觉这算是展示咱河

南成就的一个缩影吧，或者说是名

片，还是很亮丽的那种。

@神奇kuf56：不烧油的超级

拖拉机、写字机器人、颇有异域风

情的非洲鼓表演……投洽会也是

博览会啦，好多新奇玩意儿，用“百

花齐放”形容我觉得刚好。

@丹丹卷铺盖：投洽会是汇聚

省外乃至全球的力量助力中原出

彩。②9

平台助推河南产业转型

投洽会成河南
亮丽名片

投洽会上，外国嘉宾在试戴许昌生产的假发。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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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4月 9日，近200位
珠宝首饰专家、客商会聚济源，参加中国（济源）白银首
饰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暨中国白银城投资洽谈会。记者
从论坛上获悉，济源将大力推进白银深加工产业发展，
投资 100亿元打造中国白银城，促进传统有色金属产
业转型升级。

济源是亚洲最大的绿色铅锌冶炼基地和全国最大
的白银生产基地，有色金属产业产值将突破千亿元。
全市黄金产能17吨、白银3600吨、锌32万吨、铜20万
吨、锌合金 35万吨，发展金银、珠宝饰品产业原料充
足。济源银品质卓越，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有奖牌用
银都来自济源。

近年来，济源不断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计划总投资100亿元的中国白银城项
目，拟通过两期建设，形成集白银生产—研发设计—检
测检验—贸易流通—文化旅游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成为济源产城融合的新高地和全域旅游的新引擎。目
前一期项目中的电镀服务中心、综合楼、铜锌合金生产
厂区等已建成。③9

本报讯（记者 王映）在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
投资贸易洽谈会上，濮阳市共签约项目 43 个，总投
资额 576.5 亿元，新能源、化工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备
受瞩目。

近年来，濮阳市立足资源和产业优势，在招商中招
大引强选优，施耐德电气、富士康、天能、中建材等一批
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企业相继落户，增强了该市赶
超发展的后劲。

此次签约的项目，包括 GE亚洲低风速风电设备
生产基地项目、中建材凯盛科技碲化镉薄膜太阳能电
池项目、杭萧钢构装配式建筑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中
科建发高铁制动摩擦材料产业化项目等，将为濮阳的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③8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把 5G技术应用于无人采
矿设备，已成现实。4月 8日，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
投资贸易洽谈会上，河南跃薪智能机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河南跃薪”）、洛钼集团、华为公司联合宣布：开发
出国内首个无人采矿5G应用技术成果。

2017年年初，河南跃薪研发出无人采矿设备，并
在栾川县境内的洛钼集团三道庄钼矿实施了局部无人
作业。目前，河南跃薪与洛钼集团合作建设的国内首
个无人矿山，已经在三道庄矿区运营近两年，经过长时
间性能验证，系统运行稳定。

在此基础上，今年 3月，河南跃薪与华为签署 5G
技术合作协议，首次将5G技术应用在无人矿山领域。

“这使无人采矿作业的精准度、稳定性和工作效率
大幅提高。”河南跃薪总工程师杨辉介绍，目前在栾川
的矿区已经安装了6个 5G通信基站，部分无人采矿设
备应用5G技术已经调试成功并投入使用。

4月 8日，应用了 5G技术的一辆大型无人采矿运
输车在投洽会现场展示。取消驾驶舱由系统自动控
制，使用电池作为动力……智能、绿色的创新成果，引
起中外客商关注。由河南跃薪研发的这台无人操控双
向行驶纯电动运输机及智能调度系统，可实现露天矿
区钻、铲、装、运全程无人操作，使矿区生产的安全性、
开采效率、资源利用率得到提升，降低生产成本。③8

国内首个无人采矿
5G应用技术成果亮相

济源计划投100亿元
打造全国最大白银城

濮阳签约吸金576.5亿元

【签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何心悦

4 月 8 日至 11 日，第十三届中
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下称

“投洽会”）在郑州举行，境内外1.57
万客商参会。在此期间，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各媒体各显身手，从多层
面、不同角度反映了投洽会的多彩
风貌。通过这些报道，不少网友看
到河南的崭新开放姿态，并表示投
洽会已成河南的一张亮丽名片。

河南自贸试验区企业注册
资本突破6000亿元

据河南日报客户端报道，4月 8
日，首届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高质量发展论坛在郑州成功举
行。河南自贸试验区获批建设两年
来，“成绩单”相当抢眼：

下放 455项省级经济社会管理
权限，出台 47个含金量高、操作性
强的支持文件，在商事制度改革、提
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多式联运体系
建设等方面形成225个实践案例；

吸引了超过 5万家企业前来注
册，注册资本突破6000亿元。“四条
丝路”成为河南自贸试验区的亮丽
名片。

全省文旅项目签约577亿

4 月 9日，据大河报报道，在河
南省生态旅游招商暨文化产业项目
洽谈会上，发布了涵盖休闲度假旅
游、康体养生旅游、田园综合体验等
生态旅游招商项目 114 个，计划引
资总额2104.68亿元。

本次大会签约项目达 95个，签
约总金额共计 577.18 亿元，其中生
态旅游项目 28 个、447.72 亿元，文
化产业项目 23个、80.01亿元，民宿
项目44个、49.45亿元。

河南去年引进内资 9647
亿元，利用外资179亿美元

大河财立方记者 4月 8日在国
际化营商环境郑州论坛获悉，河南

“一网通办”前提下“最多跑一次”改
革全面提速，省市县审批服务事项
网上可办率均超90%。

目前河南已吸引了 129家世界
500强企业投资兴业，去年实际引进
内资 9647亿元、利用外资 179亿美
元，分别增长5.9%、3.9%。去年新设
立企业 34.3万户、增长 14.9%，实有
市场主体590.6万户，稳居中部首位。

网友热议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百花齐放”共绘多彩河南

本报讯（记者 宋敏 杨凌）4 月
10日，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专题活动——第一届郑
州国际生物药发展高峰论坛在郑州
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
央常务副主席何维就“药物干预第
三纪元——细胞治疗背景下的中国
医药创新”主题作了大会报告，副省

长何金平、省政协副主席高体健及
国内外近 300 家知名创新药企、资
本方及高校代表 700 余人出席论
坛。

河南是人口大省，健康服务需求
巨大。据介绍，目前河南医药产业具
有较好基础，整体产业规模居全国前
列，在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生物医药

等领域具有较强竞争力。本届论坛是
一次推动生物药研发新成果与新经验
的展示与分享的峰会，为促进生物医
药产业发展搭建了宽广平台，也将为
生物药研发和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贡献
智慧和力量。

本次论坛汇聚了生物药领域一
线一流人才，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

第一届郑州国际生物药发展高峰论坛举行

共谋生物药发展美好未来
先、同写意新药英才俱乐部理事长朱
迅、药渡经纬创始人李靖、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生物细胞治疗中心主任张
毅等，围绕中国新型抗体药物发展、细
胞治疗与免疫治疗药物的开发与应用
等前沿领域展开研讨，共谋生物药发
展美好未来。论坛同期举行了《世界
新药概览——单克隆抗体卷》新书发
布会，这是一本由中国生物医药人编
纂的生物药专业工具书。

作为国家高技术生物产业基地，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简称航
空港实验区）近年来积极发展生物医
药产业，已在港区南部规划建设了占
地2000亩的“临空生物医药园”，致力
于打造集研发、孵化、生产、物流于一
体的国内一流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基地目前已经入驻企业百余家，涵盖
了创新药物研发生产、高端医疗器械
研究制造、细胞治疗及应用、IVD（体外
诊断产品）及第三方检测等四大方向，
力争到2025年聚集各类生物医药企业
超过300家、实现总产值500亿元。

航空港实验区负责人表示，这
次航空港实验区作为论坛的主要承
办方收获颇多，不仅成功推出了航
空港实验区“生物药之都”这一名
片，而且使航空港实验区生物药产
业有了起飞的助推器，将为推动中
国生物药发展、促进河南省生物医
药产业腾飞、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高质量建设带来深远影响。③9

目前河南医药产

业 具 有 较 好 基

础，整体产业规模居全

国前列，在生物育种、

生物制造、生物医药等

领域具有较强竞争力。

第一届郑州国际生物药发展高峰论坛现场。⑨3 本报记者 宋敏 摄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修乐 白秋津

“跃薪公司生产的智能矿山机
械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矿山开发
技术能力也居世界前列，引进该公
司的先进技术，有利于我们深化合
作、共同发展。”4 月 10 日，在第十三
届 中 国 河 南 国 际 投 资 贸 易 洽 谈 会
上，与河南跃薪智能机械有限公司
会谈后，几内亚共和国萨寇工程机
械 建 造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阿 布 杜 拉
耶·萨寇高兴地说。

据了解，位于平顶山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的河南跃薪智能机械有限公
司是我省智能装备制造重点培育企
业，在市商务局的协调下，该公司和利
比里亚、刚果（金）、几内亚等国家的重
点企业签订了矿产业务合作协议。在
此次投资洽谈会上，该公司在非洲等
地的矿山合作开采项目又得到了进一
步完善。

据介绍，在此次投资洽谈会上，平
顶山招商选资工作结下累累硕果：平
顶山市情说明会暨项目签约仪式当
天，该市共有 66 个项目达成合作协
议。其中省重点项目 25个，投资总额
356.2亿元，居全省第三位。

精心谋划结硕果

“此次投资洽谈会签约的 66个招
商项目，涉及先进制造业、高成长服务
业、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将为平顶山
的转型发展起到强力的推动作用。这
与全市上下的精心准备、周密谋划是分
不开的。”平顶山市副市长刘文海说。

据了解，对此次全省规模最大、规
格最高、最具影响力的盛会，平顶山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把参会作为宣传
平顶山、推介平顶山，推动全市对外开
放和招商选资工作的重要契机，通过
以商邀商、驻地小分队邀商、委托行业
协会邀商以及利用亲情邀商等方式，
先后邀请到来自几内亚、韩国等地的
一批外宾，以及亿利集团、世邦集团、
福州天福集团、泰田重工等国内知名
企业的高管。

据统计，此次投资洽谈会，平顶山
共邀请境内外客商 1072名，世界 500
强企业 7家，国内 500强企业 4家，行

业100强企业8家。
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投资洽谈

会期间，平顶山市在精心组织、积极邀
请客商对接洽谈项目的基础上，自主
举办了“平顶山市市情说明会暨项目
签约仪式”。“我们牢固树立服务企业
至上理念，秉承亲商、安商、富商宗旨，
充分利用好本届投洽会的客商资源，
全力为客商提供一流服务、让客商进
一步深入了解平顶山，把更多项目落
户到平顶山这方热土。”平顶山市市长
张雷明说。

此外，在本届投洽会期间，平顶山
市还组织重要嘉宾客商参加了“工商
企业跨境投资与贸易项目对接会”“国
际化营商环境郑州论坛”“河南省百城
建设提质工程投融资洽谈会”“中国-
泰国东部经济走廊经贸合作交流会”
等活动。内容丰富的活动，使参会客
商的投资热情空前高涨。其中鲁山县
一期工程投资 15亿元的“亿利生态修
复旅游项目”，将通过生态综合整治开

发、新增高标准农田建设、创意农业旅
游、生态文化产业等，建设高标准农田
示范区、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区，把鲁山
县打造成亮丽的“生态名片”。

“招大引强”促转型

据平顶山市商务局主要负责同志
介绍，此次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签
约项目 66个，其中先进制造业项目就
占到了34个，这与该市打造千亿级“中
国尼龙城”，带动相关配套产业快速发
展的战略思路密不可分。

近年来，平顶山市以大尼龙、全产
业链发展为引领，打造千亿级“中国尼
龙城”，带动相关配套产业快速发展，
实现由“中原煤仓”向“中国尼龙城”的
华丽转身。

平顶山依托产业协会及商会，围
绕尼龙及化工新材料等产业集群，大
力开展专题招商、精准招商、产业链招
商，成立尼龙新材料、盐化工及装备制
造等多个精准招商组，着力“招大引强

选优”，不断提高开放招商水平。
去年 7月，平顶山市人民政府、三

鼎控股集团、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60万
吨/年己内酰胺—聚合—纺丝一体化
项目投资合同签约仪式在郑州举行。
预计项目总投资200亿元，总产值400
亿元，安排就业万余人。该项目的建
设，将对完善尼龙6产业链条、加快“中
国尼龙城”建设、推动平顶山市转型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据显示，去年全市新批外商投
资企业5家，实际吸收外资45901万美
元，同比增长 4.1%，增速居全省第五
位；完成进出口总值 393551 万元，全
市招商工作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了新
步伐。

梧桐树下凤凰舞

不靠海，不沿边，内陆城市如何
招来这么多的“金凤凰”？这是平顶
山不断创新招商思路，打造亲商、敬
商、安商、富商的一流发展环境所带

来的喜人成绩。
平顶山市先后印发了《关于进一

步做好对外开放工作的实施意见》《平
顶山市市直单位招商引资工作考评办
法》等政策文件，对招商引资工作进一
步细化、量化，为招商引资工作的有序
有效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平顶山市积极“走出
去”，参加和举办各类招商活动，先后与
莘庄工业区、紫竹高新区和青岛市军民
融合创新区开展产业对接，促成一批项
目落地平顶山；推进驻地招商工作开
展，全市现已设立招商基地34个。

此外，平顶山市开展“招商引资项
目代办制”，建立市、县、乡三级代办机
制，实施“客商跑一次、手续送上门”全
程代办服务，加速项目审批和落地。
去年以来，全市共受理代办项目 343
件，办结270件，办结率78.72%。

“当前，全市上下正聚焦综合实力
高质量重返全省第一方阵目标，把开
放招商作为‘一号工程’，努力实现更
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我们
将把营商环境作为发展的‘命门之
穴’，打造‘政策洼地’‘服务高地’，让
外地企业引得来、本地企业留得住，形
成高质量发展的‘强磁场’。”平顶山市
委书记周斌说。

平顶山出彩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成功签约项目66个，其中省重点项目25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