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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合作交流 推动经开区发展
——我省经济技术开发区组团赴苏浙沪学习交流

重点关注
“走出去”的自贸区企业

●● ●● ●●

更多自贸信息请
关注
中国（河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官方
微信

自贸观察│242019年9月 11日 星期三
组版编辑 赵振杰

河南自贸试验区观察河南自贸试验区观察

□本报通讯员 王亚楠

8月 25日—9月 4日，由河南省商
务厅牵头全省6家国家级、4家省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组成的代表团，深入苏
浙沪三省（市）的优秀国家级经开区进
行考察学习、合作交流。

此次活动旨在通过学习交流、对接
合作，推动河南省经开区与东南沿海经
开区在产业转移、园区共建、人才交流等
方面的合作，从而加快河南省经开区创
新提升，进而打造河南改革开放新高地。

沉下身子当好“小学生”

江苏省商务厅、浙江省商务厅、江
宁经开区、苏州工业园、昆山经开区、漕
河泾开发区、嘉兴经开区、湖州经开区、
宁波经开区……本次活动，河南省商务
厅代表团共历时十余天，驱车两千多公
里，横跨江苏、浙江、上海三省（市），沉
下身子学习了东南沿海优秀经济技术
开发区发展中所取得的成绩、经验。

在江苏期间，江苏省商务厅副厅长
朱益民详细介绍了江苏省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发展情况，代表团走进江宁经济
技术开发区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埃
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
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召开了豫苏经开区
合作交流座谈会。在苏州工业园区，代
表团参观了东南电梯集团，河南长垣经
开区围绕健康产业新城项目进行推介，
洛阳经开区推介了中欧科创国际合作产
业园区项目，对运营主体合作进行深入对
接。在昆山经开区，代表团详细了解其
产业发展和创新提升方面的先进做法，
部分经开区表示将尽快开展长三角产业
转移深度合作交流活动，定期开展招商
培训及实兵演练，务求合作达成实效。

在上海期间，代表团重点与漕河
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展开对接交流。漕
河泾开发区汇聚了中外高科技企业
3600多家，外商投资企业近千家。洛
阳经开区推介了中欧科创国际合作产
业园区项目，濮阳经开区围绕园区共
建展开推介，希望能与漕河泾经开区
建立多种途径的合作模式。此外，代
表团中还有不少经开区与漕河泾开发
区进行了深度对接，就产业中心转移、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开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交流。

在浙江期间，河南省商务厅代表团
深入了解了嘉兴、嘉善、平湖、嘉兴综保
区等4家经开区发展情况，豫浙两地有
意向合作的企业进行深入交流。代表

团还考察了位于浙江绍兴的蓝印时尚
小镇、天圣化纤集团，参观了国家面料
馆。此外，代表团还详细了解了湖州经开
区发展情况，红旗渠经开区、新乡经开区、
鹤壁经开区、潢川经开区围绕各自重点进
行推介。在宁波经开区，代表团重点考
察了拓普股份、华塑集团两家企业，并与
宁波经开区管委会进行了合作交流。

加强合作建好“大平台”

苏浙沪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改
革开放的排头兵与先行者，举办这次
活动就是要深入学习他们的招商引资
团队建设、国际化园区打造等先进经
验，通过交流合作建设好河南省的国
家级与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许多随团的经开区认为，参加此
次活动受益匪浅，既深入学习了苏浙
沪优秀开发区的成绩、经验，还达成了
部分合作。

信阳潢川开发区党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余华认为，通过这次活动，认识到
了改革与创新是永恒不变的主题，科技
创新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接
下来，潢川经开区将深化落实此次活动
的成果，进一步与相关企业合作交流。

“苏浙沪三地经开区在开发建设过
程中，将招商引资、产业发展作为中心
工作，坚持因地制宜、勇于探索实践，长
期排名国内经开区第一方阵，形成了具
有借鉴价值的宝贵经验。”洛阳经开区
管委会副主任祖良军告诉记者，洛阳经
开区将进一步发挥国家级经开区“金字
招牌”，加强与苏浙沪先进经开区间的
对接交流。全力推进中欧（洛阳）科创
国际合作园区建设，安排专门队伍进一
步与苏州工业园区、上海漕河泾开发区
对接合作，力争在园区共建、产业转移、
人员交流等方面实现突破。

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在这场交流互
动中与绍兴柯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新乡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刘
思江告诉记者，协议的签订将为两个国
家级经开区在产业合作、招商引资、人才
交流等多个层面的深度合作奠定基础。

刘思江认为，通过实地学习交流，
进一步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路，激励
了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干劲。接下来，
还将对考察中了解的国家面料馆河南
分馆事宜进一步对接，与吴江开发区、
昆山开发区对接电子信息产业，与湖
州开发区、宁波开发区对接纺织服装
产业，与上海漕河泾开发区等进行人
员交流、服务输出等方面的合作。

□本报记者 赵振杰

8 月 29 日，洛阳市举行第三季
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启动仪
式。启动仪式在位于河南自贸试
验区洛阳片区的洛阳万邦农产品
冷链物流园项目建设现场举行。

同日，乌兹别克斯坦当地时间
8月 29日下午，中亚古城布哈拉社
会各界人士载歌载舞，热烈庆祝祖
国独立 28 周年。河南万邦国际集
团投资的“洛阳—布哈拉农业产业
合作区”建区企业——Richland-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
alDevelopmentCo.，Ltd 副总经理
黄海波应邀参与庆祝活动，并向合
作区农业种植所在地——布哈拉
州比什库区捐款捐物，用于当地教
育。

洛阳—布哈拉农业产业合作
区在当地都做了什么？

2018 年 5 月 ，洛 阳 市 人 民 政
府、布哈拉州政府、万邦国际集团
在“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支点国家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布哈拉州成
功举行“洛阳—布哈拉农业产业合
作区”签约仪式。

合作区总规划面积 100平方公
里，主要规划内容：农业种植区、养
殖区，农产品贸易中心，仓库、保鲜
库、冷库等仓储中心，豆类加工厂，
大蒜深加工厂、肉类屠宰场，农机
销售、租赁、维修中心，冷库设施设
备生产厂，农业教育培训基地，良
种良育研发中心，中亚班列展览
馆，总部服务中心及生活服务区等
境外农业研、种、产、储、销等综合
型产业合作区。

2018年 5月签约，2018年 6月
开始正式运作。

洛阳—布哈拉农业产业合作区
目前已开垦并种植豆类作物 2000
公顷，开辟了 50公顷试验田，种植
白芍、桔梗、板蓝根、牛西、芝麻、玉
米等多种农作物和中草药作物。

在基础建设和设施设备投入方
面，合作区已累计完成投资350万美
元，购置了数十台“东方红”大型农
机，国内先进的旋翼节水喷灌设备和
挖掘机、钻井机等；建造并已投入生
产绿豆分拣加工厂1处，购置了全套
的绿豆分拣设备（目前是乌兹别克斯
坦最先进的绿豆分拣设备），另有两
处新的加工厂正在建设中。

在农产品贸易方面，2018年经
由河南万邦优选，乌兹别克斯坦绿
豆第一次而且是以专列形式出口
中国，引起了广泛影响，对乌兹别
克斯坦优质农产品输华贸易起了
很好的示范作用。截至目前已累

计发行 15个绿豆专列约 1.6 万吨，
贸易额突破 1000 万美元，借助万
邦物流城全国批发销售的优势分
销全国。

今年 5 月，河南进境粮食口岸
获批以后，万邦优选积极组织货
源，协调国际运输等多方资源，在 7
月 31日，满载着 260吨自乌兹别克
斯坦进口的绿豆班列顺利抵达位
于郑州圃田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内
的河南进境粮食指定口岸，这是河
南省首次利用中亚班列直接进口
粮食，万邦也成为第一家进口粮食
在郑州口岸落地的企业。

在合作区积极推进各项合作
协议的同时，万邦国际在当地也进
行了大量的公益活动。据洛阳片
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合
作区义务参与当地麦收 500 公顷，
发放绿豆良种 15吨，开展语言与农
机技术培训，解决就业，捐资助学，
参与公益，积极践行“一带一路”

“共建、共享”倡议，努力落实洛阳
与布哈拉友谊合作，为洛阳—布哈
拉两地人民友谊做出贡献。

落实协议、致力公益的同时，
万邦给布哈拉在产业上带来了巨
大提升。

据了解，洛阳—布哈拉农业产
业合作区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行
动指南和方针，致力于打造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影响力和辐射
力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加快推动中
国先进的农业科技、农资、洛阳制
造的大型农机设备、现代化大田农
艺技术、节水灌溉技术等“走出去”
的步伐，有效扩大国际产能合作，
提升乌兹别克斯坦的农业技术，改
善种植结构和养殖方式，高效利用
该国耕地，提高种养殖效率，扩大
该国农业就业人口、提高农业效益
和农业人口收入，积极参与乌兹别
克斯坦农业现代化进程。

同时，合作区积极开展农产品
贸易，努力将乌兹别克斯坦丰富的
豆类、牛羊肉、干果、水果等优质农
产品引入中国市场，特别是种养殖
和进口国内紧缺农产品，通过万邦
国 际 农 产 品 物 流 城 分 销 全 国 市
场。同时，合作区项目和洛阳万邦
农产品物流园项目的共同启动，将
助推农产品国际物流发展，扩大

“一带一路”农产品双向贸易。
万邦国际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下一步，合作区将继续扩大农作物
种植面积，并开始实施肉牛的养殖
育肥项目，推动合作区 100 公顷产
业园区的建设工作，建设牛肉屠宰
场、大蒜深加工厂、果蔬分拣包装
厂、仓储物流中心等项目。

□本报记者 赵振杰

8月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特
斯拉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埃隆·马
斯克和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
的“二马对话”刷屏数日，“自带流量”
的特斯拉再一次让中国消费者热议良
久。不过，不少人可能还不知道，今年
一季度，特斯拉已悄然落户河南自贸
试验区郑州片区，而不再是仅仅在郑
州正弘城拥有一个线下体验中心。

9月 10日，记者采访特斯拉相关负
责人，就特斯拉为何要入驻河南自贸试
验区及其在豫发展愿景等进行了交流。

记者：作为一家“自带流量”的公

司，特斯拉在郑州首个体验店开业时，大

量郑州市民前往体验、感受。持续不断

的关注度对于特斯拉入豫起到了什么

作用？

特斯拉：高 关 注 度 只 是 原 因 之
一。但是特斯拉入驻郑州片区的主要
原因，则是看中自贸试验区良好的投
资贸易环境，以及河南高潜力的消费
市场。同时，我们也希望能为郑州带
来更多的全球化基因。

至于特斯拉在郑州正弘城的直营
体验中心开业时几乎“挤”不进店的情
形，我们只是把特斯拉的最新产品和
前沿科技，一股脑呈现给了郑州甚至

中部地区消费者。
2018 年体验中心开业后，特斯拉

受到了各界的高度关注与喜爱，越来
越多喜欢特斯拉的朋友走进体验中
心，现场感受特斯拉产品的极致驾乘
乐趣与智能化体验。这也直接促成了
特斯拉选择落户郑州。

特斯拉选择郑州、选择自贸试验
区郑州片区，最主要的原因则是郑州、
河南乃至中部地区的发展潜力巨大。
郑州作为河南省省会，是国家中心城
市，同时也是河南自贸试验区的主体，
是河南省以及中原地区参与全球竞争、
聚集高端资源的门户枢纽和战略平台，
郑州的发展对于推动优势资源向中西
部聚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河南自
贸试验区郑州片区致力于提升投资贸
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完善汽车销售
以及售后服务体系，促进产业集聚发展
和创新开放，多项政策的出台实施对于
特斯拉入驻郑州以及在河南甚至整个
中原地区的发展和推广都有着非常重
要的鼓励促进作用。

记者：作为一家新能源汽车公司，

特斯拉入驻河南后，又能否在产业上助

力河南的产业转型升级？

特斯拉：特斯拉依托自贸试验区这
一优质平台，不仅可以有效结合特斯拉
全球网络的市场优势和先进的创新研

发能力，也将发挥自身的产业带动作
用，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和优质企业入驻
河南，提升当地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投资
价值，助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发展以及
河南全省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建设。

在正式入豫之前，特斯拉在北京、
上海、杭州、深圳、成都和西安等 20个
城市拥有 40家体验店和 28家服务中
心。为满足车主的充电需求，截至
2019 年 4 月底，特斯拉已在 31 个省、
市、自治区建成了 245 个超级充电站
（含 1718 个超级充电桩）及 650 个目
的地充电站（含 1484 个目的地充电
桩），实现了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
地区的密集覆盖和全国各大区连接线
和旅游路线的贯通。

特斯拉作为全球智能汽车的产业
领跑者，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技术创
新一直走在全球行业前列，同时特斯
拉对产业技术合作一直持开放态度。
自 2014年开放全部技术专利以来，已
有许多中国企业运用了这些专利生产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或者进行整车开
发，极大提升了研发和生产的效率。

在此过程中，特斯拉“从零开始”，
培养和认证了一批具备资质、技术和
能力的充电桩安装供应商，为中国新
能源汽车产业的长远发展准备了条
件。这与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加快培

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推动创新驱动发
展的目标相符合。

特斯拉入驻郑州，希望能够为河
南省注入更多全球化基因和技术，促
进河南省融入国际合作和竞争体系，
与当地企业和人才一同抓住前所未有
的发展机遇，共同繁荣中原市场。

记者：河南目前正致力于科技创新

和可持续发展，特斯拉作为全球领先的

科技型公司，入驻郑州片区后，在这一领

域又将如何发力？

特斯拉：河南省致力于打造美丽
的黄河生态廊道，培育郑州“华夏文明
之源、黄河文化之魂”的主地标地位，
这也与特斯拉的可持续能源理念高度
一致。作为新能源领域的先行者和创
新者，特斯拉希望协助郑州的绿色经
济发展与生态环保建设，为推动郑州
生态宜居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截至目前，特斯拉在中国的电动
车已累计行驶超过 8.32 亿公里，节约
燃油超过 9000 万升。这些数据离不
开各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对特斯拉理
念的认可和支持，同时也标志着特斯
拉距离“加速世界向可持续能源的转
变”的梦想越来越近。未来，特斯拉
希望能与河南在更多领域达成广泛合
作，共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贡
献力量。

洛阳万邦深耕布哈拉

为河南全球化发展助力
——特斯拉相关负责人谈在豫发展愿景

跨国公司看自贸 信息速递

代表团赶赴浙
江 绍 兴 柯 桥 经 开
区，并走进蓝印时
尚小镇、天圣化纤
集团实地考察。

代表团走进浙
江湖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考察了湖州
经开区两家重点高
新技术企业——辛
子重工、微宏动力。

赴苏浙沪剪影

本报讯（记者 王向前 赵振杰）
北京时间9月 7日，瑞士巴塞尔州州
府利斯塔尔小城迎来 830年建城庆
典，也迎来了来自中国河南的政府
及经贸代表团。作为河南省和巴塞
尔州友好合作的重要成果之一，随
队而行的福通控股集团牵手巴塞尔
医疗健康产业，在会谈现场举行了
合作签约仪式。

当前，河南正在积极实施开放
带动战略，开放领域不断拓宽，开放
水平显著提升，开放优势日益明显，
走出了一条中国内陆省份开放引领
发展的新路子。瑞士具有独特的区
位优势，是许多跨国企业地区总部
和研发中心所在地。

河南省商务厅厅长张延明在省
情推介中介绍，近年来，河南与瑞士
之间的互动交流越来越多，务实合作
成果丰硕，2018年双方进出口总额为
4156万美元，今年1—7月双方贸易
额已经同比增长了18.1%，达到2781
万美元，未来合作发展潜力巨大。

出席河南省情推介会的瑞士巴
塞尔州州长托马斯·韦伯，也带领州
内优秀企业代表热烈欢迎了远道而
来的中国朋友。作为世界领先的生
命健康产业集聚地，巴塞尔州在医疗
科技、人才资源等方面有着深厚的积
累，他希望双方能进一步行动，将省
州合作进行得更加全面和深入。

钟情于巴塞尔州的生命健康产
业，在推介会现场，河南企业福通控
股集团与巴塞尔奥思博有限公司签
订了合作框架协议，筹划联合在巴塞
尔州建设“瑞中生命健康科技园”，引
导巴塞尔州优秀的生命健康产业资
源集中入园孵化，将其作为瑞士生命
健康产业落地河南的先导基地。

据悉，为常态化推进河南与巴
塞尔州之间的产业合作交流和互
动，福通控股集团旗下的郑州聚创
空间运营平台还与巴塞尔州经济促
进协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为两
地中小企业开展双向投资和经贸合
作提供服务。

河南赴瑞士推介开放中原

豫企拟筹建“瑞中生命健康科技园”

代表团走进
上海漕河泾斯新
兴技术开发区参
观、对接、交流。

代表团与江苏
江宁经开区举行合
作交流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