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 14日—16日，2020中国

（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将在

河南举办。

这是全国唯一以产业转移为主

题的国家级盛会，今年将办至第 7

届。1部 1院 9省主办，7所重点院

校、10多家国家级行业协会参与协

办，共同打造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

区域产业对接品牌”。

我省作为活动固定举办地和东

道主，承担总体策划、协调组织等主

要筹备任务。通过多届活动的总结

和提高，产业转移活动形式不断创

新，内容不断丰富，成效不断彰显，

区域产业合作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河南省作为东道主，既是主要

推进方，也是最大受益者。我省抓

住国内外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前

6届活动累计达成产业转移合作项

目 2366 个、签订技术转移合作协

议 650 份 ，实 际 利 用 省 外 资 金

6432 亿元。截至今年上半年，

1622个承接项目建成投产，753个

承接项目投资建设，项目履约率

79.8%、建成达产率54.5%。承接

产业转移已经成为河南工业增长的

主引擎、结构调整的加速器、转型发

展的主抓手。

在2020中国（郑州）产业转移

系列对接活动开幕前，省工信厅组

织了产业转移媒体深度行，通过走

访全省多个市县，深入了解产业转

移成果，解锁河南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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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各地的资源禀赋不同，承接产业
转移的路径也不同，传统农区利用市场和
劳动力资源优势，板块承接劳动密集型和
技术密集型中小企业；工业基础较好的地
区依托产业基础和综合配套优势，集群引
进高成长性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资
源型地区发挥原材料基础优势，通过引进
精深加工企业，实现资源就地转化和转型
升级，各自走出了一条不同的产业发展新
路。

新乡市产业基础较好，在承接产业转
移中注重打造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与产
业链精准对接，形成平台建设与产业发展
的良性循环。当地聚焦动力电池和新能
源汽车、纺织服装等主导产业，通过资金
支持、融资贴息、技术入股，支持职务科技
成果就地转化、人才激励等方式，支持企
业与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合作，联合
建设了河南电池研究院等一批创新平
台。今年5月组建的河南中科新创新材料
研究院，由新乡经开区两家企业和中科院
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共同注册成
立，对方团队以技术入股形式参与并占
51%的股份；新乡市、区两级政府在引进中
国纺织科学院过程中给予资金和场地支

持，促成在新乡设立中原分院，有力推动
了新乡化纤绿纤生产技术实现产业化，当
地纺织发展水平由此跃升新台阶。

开封市持续优化招商软环境，以“六
个一”“4个 50”“首席服务员”等工作机制
为抓手，突出“企业服务”定位，强化落实
承接产业转移引进项目跟踪服务，当好为
项目和企业“破解难题的协调员”。自开
展产业转移专项工作以来，共引进签约项
目 265 个，实际到位省外资金 766.17 亿
元，一大批优秀企业脱颖而出。通过引进
中联重科，开封诞生了首家大型现代化农
业装备制造企业，研发、生产的谷物联合
收获机、玉米联合收获机、花生收获机等
农机产品畅销全国，补齐了河南农机装备
产业链条，助推我省农机装备产业持续走
在全国前列。

河南多地还巧打“农”字牌，通过独具
特色的农产品资源吸引优势加工企业入
驻，让一二三产业实现融合发展。正阳县
有170多万亩的花生种植面积，每年50多
万吨的花生产量。该县做好花生大文章，
引进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花生首席科学
家张新友等60多位中国花生专家，在正阳
成立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转移转化中

心，转化科技成果 72项，促进当地在花生
育种、植保、机械加工以及花生产业的精
深加工、科技创新方面全国领先。投资数
十亿元的君乐宝、鲁花、金龙鱼等乳制品
和食用油企业纷纷在正阳落户建厂，实现
由卖“原字号”向精深加工的跨越、由一产
独大到融合发展的跨越。

资源招商、产业招商、亲情招商、引凤
还巢……持续多年的产业转移已在中原大
地结下丰硕的成果。通过连续举办产业转
移系列对接活动，我省抓住了产业转移的
历史机遇，大批项目落地投产，承接产业转
移已经成为河南工业增长的主引擎、结构
调整的加速器、转型发展的主抓手。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十
四五”画卷即将展开。未来，产业转移在
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地位将愈发
重要。全省工信系统将把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作为主攻方向，通过更高水平的对外
开放促进更高层次的产业合作，推动产业
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多元协同，构
建更具活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和更具竞争
力的产业体系，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
彩的绚丽篇章集聚新动能、注入新活力、
塑造新优势。

河南：全力打好产业转移金字招牌
——写在2020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举办之际

金秋时节，走进兰考城
乡，一派丰收的景象。通过
打赢脱贫攻坚战，兰考率先
脱贫，破茧化蝶。

曾经的盐碱地上矗立起
一座座新工厂，家具制造及
木业加工、食品及农副产品
深加工和循环经济 3 个主导
产业蓬勃发展。目前兰考已
集聚世界 500强企业 5家、上
市企业 15 家、行业龙头企业
40余家。

恒大来了，带来了家具产
业集群；正大、首农来了，带
动了绿色畜牧产业和食品加
工业；格林美来了，带来了

“城市矿山”循环经济链；“兰
考制造”正在豫东大地上悄
然崛起。

这一切，离不开产业转
移。兰考县科工信局局长陈
静波说，兰考县近年来紧紧
抓住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契
机，坚持把产业招商作为“头
号工程”，充分利用政缘、地
缘、人缘优势，积极承接产业
转移，不断探索招商、引商、
安商、留商新模式，走出了一
条以产业转移推动产业发展
的新路径。

务 实 谋 划 选 准 招 商 方
向。以品牌家居、绿色畜牧、
循环经济 3 个产业体系和智
能制造、文旅培训 2个优势产
业作为招商方向，持续展开
招商选商。以品牌家居为例，当地依托兰
考木制品产业基础，研判房地产精装修、
定制化的发展趋势，确定“品牌家居”发展
定位，制定规划、整合资源、系统推进。在
产业集聚区，与恒大集团合作，建设品牌
家居产业园，引进欧派、曲美、TATA、鼎
丰、立邦等行业龙头企业。在乡镇，突出
产业配套、链条延伸，规划建设 4个乡镇专
业园区。在农村，突出前端供应和加工，
建设 5万亩国储林，规范提升 1700家群创
企业，贯通城乡、强县与富民有效结合的
产业体系初步形成。

创新模式确保项目落地。以国有平台
为载体，整合社会资本、银行、基金等资源
要素，定制化搭建商业模式，降低企业前
期投资成本，实现项目快速落地运营。“筑
巢引凤”。当地通过国有公司申请国开、
农发等政策性银行融资支持，建设标准化
厂房，租赁给正大、首农等龙头企业，到期
由企业进行回购，实现企业轻资产入驻。
首农万头牧场从签约到投用仅用 10个月
时间。贴息支持。在招引富士康的过程
中，当地帮助富士康拿到优惠贷款并给予
部分贴息，拉来了近百亿元的投资，实现
1.3 万余人的就业。股权合作。对项目前
景好、固定投资大的制造业，采取国有公
司入股的形式助推企业落地。农投公司
入股 5000 万元，助推 10亿元的万华禾香
板项目落地；城投公司入股 2500万元，助
推 4.5 亿元的杭萧钢构项目落地。通过创
新合作实现了资金共筹，利益共享。

强化服务营造安商环境。努力当好
“店小二”，成立 111个由县级干部牵头的
重点项目服务组，全过程、全方位服务企
业发展；成立联合审验中心，项目立项到
开工各项手续办理时间缩短至 40个工作
日；建立招商引资、项目建设、营商环境

“三会合一”例会制度，对项目进展进行专
题研究、高效协调、跟踪落实。持续推动
产城融合发展，产业园区内学校、医院、公
园、足球场、公租房、大型商业综合体配套
到位，营造有利于人才集聚、企业生产的
优良环境。坚持招商引资与科技创新并
举，建设国家级木制品检测中心、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优质苜蓿研发中心和院士工
作站、兰考县综合质检中心，打造出一流
的服务环境和创新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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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投资拉
动大，产业链条长，对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就业
具有战略意义。我省将汽车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
培育，但一直缺少有分量的乘用车整车企业。在产
业转移的大潮中，上汽和奇瑞的到来，让河南汽车
产业整体实力跃升一个新台阶。

在郑州经开区上汽乘用车郑州基地总装车间，
机器人来回穿梭，以最快60秒就有一台车身下线
的速度，打造了一座全新的互联网汽车智能工厂。

上汽乘用车郑州基地的投产创下了“河南速
度”，从谈判到签约再到新工厂落成及二期项目启
动，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
建设、当年投产，良好的营商环境得到了上汽集团
的高度认可。2018年中国（郑州）产业转移对接活
动上，上汽集团和郑州市再次签约，布局了二期项
目和上汽集团云计算全球数据中心项目。

“今年 7月份，郑州基地第 60万辆整车下线，
荣威、名爵的多款新车均在这里生产。”上汽乘用车
郑州基地负责人说，今年年底，该基地二期项目将
正式投产，届时整个基地年产能将达到60万辆，占
上汽集团自主品牌三大基地的“半壁江山”。

在上汽的带动下，郑州汽车产业渐成规模。上
汽、宇通、东风日产、海马等整车企业扎堆郑州经开
区形成集群效应，整车产量预计今年将超过100万
辆。

在开封，奇瑞汽车也早早布局，从单纯生产商
用车延伸到乘用车、新能源车系列，建成了完整的
整车生产工艺，近几年汽车产量、产值均大幅上
升。去年，奇瑞开封基地产值首次突破100亿元，
已具备年产30万台的生产能力。

“捷途系列2018年在开封基地投产，目前已有
多款新车上市，产销势头很好，成为国产自主品牌
的一匹黑马。”奇瑞汽车河南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奇瑞汽车将在“十四五”期间加大对河南的投资，计
划新增投资30亿元以上，建设奇瑞商用车河南研
发中心，打造 5G 智慧工厂，推出不少于 20款新
车。开封市也将以奇瑞汽车河南公司实现200亿
元规模为依托，打造500亿元汽车和零部件产业集
群。

在鹤壁，国内汽车电子龙头企业之一的航盛电
子建成了鹤壁航盛工业园，成为航盛集团在北方的
重要生产基地。“鹤壁交通方便，人力资源充足，营
商环境好，我们不仅在这里建设智能化的生产基
地，还要在鹤壁设立研发中心。”鹤壁航盛负责人
说，如今该基地的产品已从单纯的汽车电子控制系
统升级到新能源动力控制系统，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都大为提高，去年产值突破10亿元。

补上乘用车短板、巩固客车优势，一个5000亿
级的汽车制造集群正在中原大地呼之欲出。

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大潮中，
产业转移已不再是“过剩产业”的简单迁
移，而逐渐成为一步到位的前沿产业对
接。我省承接产业转移如今也更多聚焦
高端项目，投资领域也正由以传统制造
业为主向现代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并重
转变，更加注重产业链的打造和价值链的
提升。鹤壁仕佳光子的壮大，让我省在芯
片产业上有了话语权；海尔、格力投资河
南，补上了河南家电产业的短板；焦作中
原工业设计城的引进，在河南省率先打造
一个集工业设计、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
教融合于一体的创新设计综合体。

近两年，打造一颗安全自主的“中国
芯”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话题。鹤壁市
引进并培育壮大的仕佳光子就是我省芯
片产业的杰出代表。今年 8月，仕佳光子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成为我
省电子信息产业的一颗耀眼明星。成立
10 年来，仕佳光子与中科院半导体研究
所深度开展院企合作，系统建立了覆盖
芯片设计、晶圆制造、芯片加工、封装测
试的 IDM 全流程业务体系，逐步成长为
国内先进的光电子核心芯片供应商。

通过仕佳光子这个平台，我省不仅在
光芯片领域走到全国前列，还培育了光电
子集成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河
南省光电子技术院士工作站、河南省光电
芯片与集成重点实验室等多个国家、省部
级研发平台，站到了产业价值链的高端。

在鹤壁，中维化纤的引入不仅拉长
了我省尼龙新材料产业链，还逐步培育
出尼龙 66 特种材料产业链。作为 2015

年豫沪产业合作对接的“硕果”，
中维化纤入驻鹤壁从零起步，在鹤
壁市提供的保姆式服务下，短短几年
间完成了从建成投产到填补国内空白
等一系列创举，成为全球第 7家、国内唯
一的掌握安全气囊丝生产技术的民营企
业，产品远销美国、俄罗斯、西班牙、印度
等国家。

“我们还引进了北京邦维高科、星宇
网达两家头部企业入驻，共同打造河南
特种尼龙产业园。”中维化纤负责人说，

“尼龙 66特种材料用途广泛，我们将通过
产融结合，把产业转移变成产业集聚，构
建产业资本运营体系，形成产业创新生
态圈。”

家电产业市场需求广，产业规模
大，是制造业的当家产业之一。我
省家电产业长期缺乏大块头企
业，通过引进海尔、格力等企业，
家电产业逐步壮大，并由此赋
能河南制造业升级。

两个月前，郑州海尔
热水器互联工厂在郑州经
开区建成投产，其高度的智
能化生产代表了国内家电工
厂的智造新水平。2015年投
产的海尔空调郑州工厂也是海
尔在国内布局的三大互联工厂之
一，是海尔集团投资规模最大的单
体项目。未来，海尔将在这里建成
1000多亩的创新产业园，把海尔工业互
联网平台和创新创业孵化平台复制到郑
州，促进河南制造业向智能化整体升级。

2 强链条 抢滩产业制高点

3 增优势 塑造产业合作新格局

1 补短板
主导产业成规模

兰考批量引进知名家居企业，打造出完
整的品牌家居产业体系

通过引进上汽集团，河南补上乘用车短板，汽车产业规模上到新台阶

海尔在郑州投资的互联工
厂已成为智能制造的新标杆

中联重科开封工业园让河南农机装
备产业链更加完整

□陈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