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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7日—18日，以“变革与新生”为主题的第九届河

南产业集聚区发展研讨会在郑州举办，省政协原副主席陈义

初、中国开发区协会副会长张召堂、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总编

辑刘雅鸣、河南省工商联副主席赵纯武等领导，中国科学院大

学教授黄金川、河南省发改委产业研究所研究室主任胡美林、

河南省工商联宣教处处长姚迎霞、河南日报专刊处处长赵志

刚、河南日报专刊处副处长李杰、郑州高新区挂牌公司协会秘

书长张善正、王牌智库董事长上官同君、泛华集团副总裁张

峰、正略咨询合伙人董翔、上海羽晟咨询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晓琳、河南日报专刊部产经工作室主任李保平等专家

以及来自全省178个集聚区的负责人、河南省工商联直属商

会负责人等200多人参与此次研讨会。

自 2008 年河南省实施集聚区战略以来，12年披荆斩

棘，12年成效喜人，截至2019年年底，全省集聚区开发面积

达到2000平方公里，共有 150个开发区纳入了国家开发区

公告目录，总量居全国第3位。产业集聚区已成为县域经济

的增长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的突破口，招商引资

的主平台，转移就业的主阵地，改革创新的示范区，推动我省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日渐凸显。

2019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大力推进产业集聚区“二次

创业”；今年，集聚区又面临“第二次规划修编”“全面推进管

理体制改革”两大任务。为了切实帮助集聚区发展，今年研

讨会的主题是“变革与新生”，专门设置“集聚区主任闭门

会”，邀请了省政府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就土地规划利用、统

计数据分析、管理体制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18日当

天研讨会主会场，中国开发区协会就“十四五”的开发区定位

规划等议题发表了精彩演讲，内容紧扣经济热点，实用、接地

气，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称赞。

据悉，“河南省产业集聚区论坛”是由河南省工商业联合

会、河南日报社主办，河南省工商联直属 56个商会协办的，

我省规模最大、最权威的集聚区年度盛会。每年都会有200

多位来自全国的金融界、投资界、工商界、企业界的精英聚

首，是河南省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集聚区专业论坛。今

年因为疫情原因，采取研讨会模式举办。

陈义初：河南日报连续举办集聚区

论坛，很成功，很不容易，向他们表示敬意！

我们河南178家省级以上的开发区、

集聚区，迫切需要一个平台来支撑，河南

日报为大家打造了这个平台，举办的是

第九届论坛，这说明10多年来，河南日报

一直在连续地做这个工作，对于这个大

好事，我们都应该鼎力支持。

张召堂：截至2018年年底，国家级开

发区全国总计 552家。开发区综合实力

第一名是苏州工业园，第二名广州开发

区，第三名天津开发区，全国开发区总产

值累计占全国25%左右。

开发区是对外开放的窗口，技术引

进的试验田。开发区搞得好，理念就先

进，河南省的开发区在北方来说是前

列。所以说河南省的经济这几年发展势

头很猛，后劲十足。

河南日报作为省委机关报，能从

2009 年就坚持做集聚区论坛，这在全国

都不多见，很有眼光，难能可贵，值得点赞。

对于河南的开发区发展，提三个小

建议，一是积极升级国家级，当机会来临

的时候一定要抓住。二是扎实做好体制

改革。三是打造良好营商环境。

刘雅鸣：河南日报、河南省工商联打

造的产业集聚区论坛，致力于打造宣传

平台、招商平台、研究平台，这三个平台

建设，在全省也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效

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未来我们将继

续办好集聚区金星奖这一品牌活动，更好

地服务我省的集聚区建设，为集聚区建设

提供方案和路径。

赵纯武：河南省工商联将进一步组

织全省商会组织、民营企业，积极投身集

聚区建设，为全省集聚区“二次创业”增

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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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翔：开发区改革不能走过场，为

了改革而改革，全省 178个集聚区，每一

个情况都不一样，要带着问题来改，才能

真正起到改革的效果。

黄金川：营商环境是一个系统工

程。是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抓手，是我们

思想领域的深刻变革，但是我们要以改

革来优化营商环境，产业集聚区也是如

此。所以如何去推动优化营商环境，进

而推动产业园区的高质量发展，是摆在

大家面前的重大任务。

张峰：集聚区“二次创业”必须要创

新思维，以系统创新思维引智赋能；以搭

建平台、构建生态、场景应用和孪生空间

为路径；发现新需求，创造新价值，打造

新空间，谋划新业态，构建产业新生态，

赋能集聚区转型升级。

胡美林：集聚区未来将实现分化。

一是“内卷化”，主导产业确定后，由于发

展模式固化、发展路径低端锁定、转型动

能不足等原因，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原

地踏步、没有实现进一步提质升级，造成

原本特色突出、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主

导产业逐步陷入发展困境。二是产业集

聚区的“迭代升级”，瞄准一个主导产业，通

过产业的迭代更新，推动产业持续转型升

级。比如，巩义市产业集聚区铝工业就

是通过持续的技术迭代优化升级，推动

主导产业不断进步，并保持在行业中的

领先地位，实现了产业集聚区的可持续

发展。三是功能重构，结合新一轮产业

集聚区规划修编，对主导产业、空间布局

进行优化调整，对园区管理运营机制进

行改革创新，布局发展新兴产业，推动产

业集聚区实现新生。“十四五”期间，产业

集聚区一要集聚创新要素，二要强化创新

载体建设，三要强化“多链”融合联动。

上官同君：未来，河南集聚区“二次

创业”的成功路径，是以集聚区“顶层设

计”为引领，以公司化运营为引擎，积极

引进第三方智库思维助推河南产业集聚

区战略落地。

王晓琳：产业链招商是新形势下精

准招商的法宝，是解决产业问题的一把

“金钥匙”。科学谋划产业图谱和招商地

图，是赢在产业链招商“起跑线”的必要

条件。通过产业图谱精准进行产业研

判，筛选行业机遇，分析产业上游、中游、

下游环节，锁定招商的关键环节，精准锁

定目标。而产业招商地图则是科学招商

的创新型管理工具。把产业链中相对应

的企业，关联成一个大的产业集群，互通

标准、互通信息、互相服务，既可降低成

本，也能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今年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的不利影响下，全省产业集聚区工业
增加值增速实现一季度企稳、二季度
由负转正，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达到 67.2%，对全省工业增加值增长
的贡献率为113%。

一是产业集群优势不断突显。全
省依托产业集聚区，已形成洛阳智能
装备等 19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以及长
垣起重、民权制冷等 127 个百亿级特
色产业集群。特别是一些产业基础好

的地方，依托产业集聚区积极布局新
兴产业，郑州下一代信息网络等 4个
产业集群入选首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发展工程。

二是发展质量效益不断提升。各
地以提高亩均产出为导向，积极开展
企业分类综合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在
土地、水电气、排污、金融服务、财政激
励等方面实施差别化政策，引导企业
加快转型升级。前三季度，全省产业
集 聚 区 实 现 利 润 总 额 同 比 增 长

10.4%，增速较一季度、上半年分别提
高 19.4 个百分点、1.7 个百分点，高于
全省工业3.8个百分点。

三是体制机制活力不断增强。各
产业集聚区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出台
的《关于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
意见》，以开发运营去行政化和主责主
业去社会化为切入点，着力突破制约
开发区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改革创
新活力和内生动力进一步激发。29家
试点产业集聚区通过先行先试“管委

会+公司”等管理运营模式，有效提升
了效能、增强了动力。

四是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各地
积极推进产业集聚区企业智能化改
造，新建一批省级智能车间、智能工
厂，涌现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发展潜
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支持具备条
件的产业集聚区开展智能化示范园
区试点建设，产业集聚区管理服务信
息化、企业生产运营智能化水平明显
提高。

中国科学院大学
教授 黄金川

■“十三五”区域经济发展杰出贡献奖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巩义市产业集聚区
孟州市产业集聚区
太康县产业集聚区
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
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周口经济技术开发区
虞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开封市汴西产业集聚区
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武陟县产业集聚区

■河南县域经济特色百亿集群

新密市产业集聚区
郏县产业集聚区
宁陵县产业集聚区
原阳县产业集聚区
濮阳市濮东产业集聚区
濮阳工业园区（濮阳市产业集聚区）

郑州马寨产业集聚区
唐河县产业集聚区
项城市产业集聚区
信阳金牛物流产业集聚区
西平县产业集聚区
新安县产业集聚区

■河南5A级营商环境集聚区

济源虎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尉氏县产业集聚区
商城县产业集聚区
淮滨县产业集聚区
南乐县产业集聚区

临颍县杜曲现代家居产业集聚区
襄城县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
汝南县产业集聚区
周口市淮阳区产业集聚区
洛阳市洛新产业集聚区

■集聚区“最佳管理体制改革”典型案例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
平顶山高新技术开发区
延津县产业集聚区

宝丰县产业集聚区
西华经济技术开发区
商水县产业集聚区

■河南股权投资杰出贡献奖

河南中原联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高科技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华夏海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中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众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东方世纪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合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钢自动化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中平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康宁特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众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名品彩叶苗木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科益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清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最具投资价值新三板企业

第九届河南省产业集聚区建设
“金星奖”先进单位名单

第三届河南最具投资价值新三板
企业名单

■链接 我省集聚区发展成效显著

第九届河南产业集聚区发展研讨会成功举办第九届河南产业集聚区发展研讨会成功举办

研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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