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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机器轰鸣、吊塔林立、车辆穿梭，一座
座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一条条科技感十
足的生产线陆续投产……仲秋时节，行走
在漯河市各县区的工厂车间、施工工地，处
处可见如火如荼的项目建设生产场景，高
质量发展气息扑面。

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一号工程”，近
年来，漯河市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建
设力度，推进重点项目周例会等制度，高质
量项目对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的支撑
作用明显加强。今年前 8个月，全市 26个
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23.3亿元，占年度投
资计划的 99.5%；120个市重点项目完成投
资364.6亿元，占年度计划的75.8%。

传统产业加速转型升级，迈
向高端化智能化

机械手有节奏地举起手臂，精准打磨电
脑构件，操作过程平稳有序……这宛若科幻
电影里的镜头，出自位于源汇区电子信息产
业园河南乐通源德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新
上的智能机器人打磨车间。公司负责人说，
他们投资上亿元新上打磨机器人、冲压机器
人等设备 200余台，以进一步满足惠普、戴
尔、广达、弘基等计算机龙头企业的合作需
求。整个智能化生产车间项目全部完成后，
可节省劳力350人，增加产值3亿元。

恐怕谁也想不到，源汇区电子信息产
业园的前身，是一家纺织产业园。“产业的
发展倒逼我们腾笼换鸟，转型升级。”源汇
区有关负责人说，除了源德福，以生产玻璃
面板为主的广东金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漯
河生产基地项目也在源汇区电子信息产业
园加紧建设，一期项目已基本建成并投入
试生产。

在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 300亩、
拟上36条高端休闲食品生产线的卫龙食品
产业园项目也正在加紧建设。“未来三年，
我们将引进智能机器人 1000台，打造智能
化、绿色化、信息化、标准化的新一代休闲
食品样板厂，通过视觉识别，实现自动分
拣、自动装箱、自动码垛，开启物联网、供应
链一体化新模式。”企业负责人自豪不已。

统一高端生活面生产项目，新上国际
最先进的4条高速方便面生产线，相当于原
来 10条普通生产线的生产能力；永光电力
公司与国家电网、中国电力科技院合作投
资的永光电力超高压输变电设备生产项
目，具有技术先进、智能制造、绿色生产三
大优势……在漯河，高端化、智能化的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项目随处可见。“经济转型升
级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融合化，先进理念、技术和智能化
设备的引入、应用、研发则是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原动力和支撑。”漯河市发改委有关负
责人说，随着经济由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
发展，漯河市的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也早
已告别“剜到筐里就是菜”的旧时代，进入
精益求精、质量优化的新时期。

项目延链补链、集群集聚发
展态势凸显

走进位于临颍县的宏全怡宝水中部生
产基地项目，一瓶瓶纯净水正源源不断从
生产线流出，奔向全国各地。这个 2018年
年初开工建设，6月份两条灌装饮料生产线

就建成投产的纯净水生产项目，不但丰富
完善了临颍的食品产业体系，而且大大带
动饮料包装业的发展。

“借助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临颍县休
闲食品产业初步形成了大健康产业、饮料
包装灌装产业、肉制品产业、调味品产业、
电商销售产业‘五个新集群’，仅今年以来，
就新签约海底捞、大沛食品、玛士撒拉等超
亿元项目 18个，总投资 38.3亿元。”临颍县
委书记陈红阳说。

食品产业是漯河的最大特色和优势。
在项目建设中，漯河市坚持围绕食品做文
章，不断延伸食品产业链、提升食品价值链，
打造食品供应链，努力推动“六个打通”，即
打通食品与装备制造业，培育食品机械产
业；打通食品与造纸产业，发展食品包装产
业；打通食品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功能性
食品、保健性食品、医用食品，积极引进生物
医药产业；打通食品与盐化工产业，培育高
端、绿色食品添加剂产业；打通食品与物流
产业，发展以冷链物流为重点的食品物流产
业；打通食品与动物饲料，着力发展宠物食
品，食品产业项目呈现延链补链、加速集聚
态势，“中国食品名城”的招牌越擦越亮。

不仅是食品产业，漯河市装备制造、医
药化工等主导产业也呈现项目延链补链和
集群发展的鲜明态势。在舞阳县规划占地
2.43 平方公里的医药化工园区，威森生物
医药、豫博生物化工、维立特化工 3家企业
已入驻，豫博生物化工二期医药化工和三
期电子化工项目正在高标准规划设计，一
个中部最大的医药化工研发与生产基地和
交易市场呼之欲出

漯河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坚持
以完善产业生态为路径，目前，食品、装备
制造、医药化工等主导产业项目已突破漯
河市项目总数的一半以上。

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令
人欣喜

除了转型升级的传统项目，在漯河，一
些新产业、新业态的项目更是令人惊喜。

总投资15亿元、占地300亩的圆通速递
豫南区域总部项目，一期工程已于今年6月竣
工验收并投入运营。这个覆盖豫中南、辐射
河南省的区域物流服务中心，是圆通公司首
批采用智能云仓管理系统的服务基地。“我
们正在努力构建‘互联网+产业服务’‘快递+
智慧物流’双核驱动的现代服务生态圈和物
流服务产业链。建成后预计全年完成快件
处理总量2亿票，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1200
人，成为全省领先的现代快递物流服务基地、
现代冷链物流服务基地和现代智能物流技术
中心。”企业负责人自豪地说。

在西城区的中非“一带一路”信息产业
园，其引进华为等龙头企业，着力打造豫中
南呼叫产业集聚地、中原声谷的“呼叫中
心+互联网+高科技研发”的融合发展模式，
也令不少人眼前一亮。

近年来，漯河市不断加快产业结构优
化步伐，在传统支柱产业新活力加速形成
的同时，包括电子商务、快递物流等在内的
新兴服务业发展提质增效，成为漯河市项
目建设的又一亮点。

以项目承载投资、助推发展，筑牢项目
支撑，在推动经济从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
发展的征程上，项目建设之花正在沙澧大
地次第盛开，见证着漯河这座年轻城市的
无穷活力与潜力。

高质量项目作支撑
高质量发展挺脊梁

——漯河市项目建设观察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仵树大
本报通讯员 肖颖 刘涛

2017年，销售收入超亿元；2018年，
超2亿元；今年上半年，在市场行情疲软的
情况下，仍然突破1亿元，预计全年增幅可
达 60%……这一连串的数字让河南金之
谷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谷广辉十分满意。

“这都多亏了政府基金的投入。”谷广辉说。
金之谷食品有限公司是漯河市一家

肉食品进出口企业，主要负责给像大企业
供应原料肉，前期投资较大。2016年年底
注册成立时，公司急需注册资金和流动资
金。关键时刻，漯河市食品产业基金对其
投资1800万元，企业一下子活了起来。

漯河市食品产业基金是漯河市积极推
进涉企资金基金化改革的产物。漯河市是
中国食品名城，食品行业资金需求量很大。
为帮助食品产业做大做强，同时也为了创新
财政投入方式，漯河市经济发展投资总公司
与双汇集团、华夏银行、北京金源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河南融臻食品产业
投资基金，成为漯河市首家采用有限合伙
形式发起设立的投资基金，也是全国首家
实际投资运行的食品产业投资基金。为更
好发挥基金的规模作用，经投公司依靠市
财政出资5000万元，撬动社会资金1.02亿
元，使基金规模达到1.52亿元，为缓解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供了重要保障。
民营企业缺乏抵押品，融资审批难、成

本高曾是一个绕不过的难题。政府引导基
金的注入，改变了以往企业融资渠道单一、
贷款期限较短、审批过程繁琐、抵押要求严
格、债务利息压力较大的状况，像是一场

“联姻”，巧妙破解了难题。
漯河市食品产业基金投资1800万元

参股金之谷食品有限公司，不仅解了企业
燃眉之急，也改变了企业的“基因”。“合作伙
伴都会查一查企业背景、资金来源构成等。
我们有国有股参股，企业的信用一下子增
强了，融资门槛也降低了，各方面也都好打
交道了。”谷广辉说。

政府引导基金的注入，更使财政资金
分享了未来的增值收益，撑起了政府的“钱
袋子”。漯河市经投公司负责人介绍，截至
目前，漯河市食品产业发展基金共投资企
业10家，投资金额1.5亿元，获得投资的企
业均取得了较好的增长业绩。

除了食品产业基金，漯河市还成立了
小微企业发展基金和信贷周转基金。小微
企业发展基金将“新三板”上市后备小微企
业等优质小微企业作为扶持重点，全市已
有 740余家企业进入基金企业库，265家
企业获得基金推荐，232家企业累计取得
银行贷款21.8亿元；信贷周转基金成立以
来，累计办理企业周转基金使用申请602家
次，办理金额43.4亿元，保全企业信贷资金
近63.8亿元。

从拨款到投资，基金化运作使财政资
金使用方式发生重大变革，成为漯河市近
年来财税管理制度改革的创新点。漯河
市财政局负责人表示，漯河市将进一步把
握政策性导向、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
的基本原则，促进涉企资金基金化改革健
康深入发展，为漯河市经济转型升级提供
得力要素支撑。

引来基金活水 促进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郭海方

秋收时节，位于临颍县产业集聚区的
临颍县颍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一派忙碌，
前来参观和订购农用抓草机、抓木机、打
捆机等农业机械的人络绎不绝。从简陋
的石棉瓦棚手工作坊发展成为现代化机
械厂，年逾七旬的董事长张志刚说，是
2012年那笔 200万元的专利质押融资贷
款，帮助企业渡过了经营的寒冬，并走到
了今天。

“7年前，我们企业有技术，生产的产
品也有市场，但是想扩大再生产手里却没
钱。跑了好几个银行，由于没有固定资产
作抵押，贷不来一分钱。一筹莫展之际，
听说政府鼓励企业实施专利质押融资，我
就用企业的一项发明专利到中国银行申
请，贷到了 200万元，知识产权局还对企
业进行专利质押贷款评估费、担保费等贴
息补贴9万元。”张志刚欣喜地说，这200
万元的专利质押融资成了“救命稻草”，之
后数年，企业每年发明专利10余项，实现
了专利质押贷款常态化，并一跃成为“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
专利“换”贷款，“知本”变“资本”，是

漯河市创新融资方式、以知识产权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壮大的成功案例。从2012年
成功帮助两家企业利用专利权在中国银
行融资 700 万元开始，到 2019 年 8 月底
21家企业融资1.241亿元，全市目前共利
用专利权在银行部门专利质押融资 77
笔，总额已突破 5亿元，知识产权管理部
门累计帮助漯河市企业争取省知识产权
局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贴息奖励近 400万
元，且从未发生过不良授信。知识产权质
押贷款的企业数量连续两年居全省第一。

“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掌握核心技
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竞争力强，企
业发展前景好。但融资的突出问题是缺
乏土地、房产等银行较为认可的足额抵押
物。”中国银行漯河分行行长、党委书记杨
东阳说，为突破有形资产门槛，中国银行
积极创新，与漯河市知识产权局合作，在
漯河市金融机构首家推出“专利贷”产品，
将企业的专利作为无形资产，由银行联合
有关方面进行评估、筛选，从而帮助企业
解决了融资难题。

专利“换”贷款，极大地激发了企业自
主创新的热情，引导企业舍得花钱投入技
术改造和研发，推动了企业转型升级。据
统计，2018 年，漯河全市专利申请量达
2292件，同比增长 23.6%；专利授权量达
1507件，同比增长 18.6%；专利申请量与
授权量连续9年呈现两位数正增长，科技
创新这“一池春水”活力迸发。

专利“换”贷款 “知本”变“资本”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漯河市发改委提供）

漯河亿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豫中南新
能源汽车科技产业园建设项目

河南福贞金属包装有限公司临颍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

河南金大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80
万吨真空制盐项目

支撑发展的元素五彩斑斓 张松涛 张航 摄

精 彩
漯 河

【支撑】
之

为推动各项工作落在实处，

漯河市筑牢项目、要素支撑“两个

支撑”。在项目支撑上，把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和党的建设细化实化具体化为一

个个可量化、可落实、可考核的具

体项目，以项目承载投资、助推发

展、改善民生、强化党建、提升城

市文明水平；在要素支撑上，重点

解决好“人”“地”“钱”问题，有效

破解了发展难题。

强化发展支撑 确保实干干实

绿色装配式建筑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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