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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新征程百年路 践行嘱托新答卷 奋勇争先开新局

项目为王 潮涌中原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深秋的河南寒气逼人，发展的热潮全省涌动。我省扩大有效投资再传好消息！
10 月 8日，全省第二期“三个一批”活动在郑州举行。当天共有 1383 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开工、投产，总投资额超 1.1 万亿元。
与我省发出项目建设最强动员令时隔近仨月，第二期“三个一批”活动成功举办，这意味着我省今后将常态化举办该项活动。连续两期

“三个一批”活动，为我省引来约 2.5万亿元的有效投资，数千个重大项目签约、开工、投产。这给河南发展带来了什么？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10月 8日，受省委书
记楼阳生、省长王凯委托，省委常委、常务副省
长周霁在郑州会见来豫参加“三个一批”活动的
浙江海港集团董事长毛剑宏等企业家代表。

周霁对各位企业家代表来豫考察合作表示
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河南省情。他说，河南是全
国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区位得“中”
独厚，产业基础雄厚，文化底蕴深厚，人民淳朴
仁厚，是一片投资兴业的热土、创新创业的厚
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发展寄予厚望，党的
十八大以来，先后 4次亲临河南视察。河南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围绕实现“两个确
保”，正在深入实施“十大战略”，以重大项目为

抓手，深入开展“三个一批”活动，努力在构建新
发展格局中成为关键环、中高端。希望各位企
业家代表一如既往支持河南发展，积极推动在
豫合作项目签约、开工、投产，河南将全力做好
服务保障工作。

随后，与会企业家代表分别介绍了各自企
业在豫发展情况。大家表示，近年来，河南在优
化营商环境、支持企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有
目共睹，对企业在豫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下一步
将在大宗商品仓储交易、现代物流、高端装备

“智”造、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研发应用等领
域加大投资布局力度，与河南携手发展、互利共
赢。③6

深化互利合作 加快推动河南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根据省委、省政府
统一部署，10月 8日，洛阳与全省同步举行第
二期“三个一批”活动，集中签约、开工、投产
一批重大项目，推动全市上下进一步树牢“项
目为王”导向，持续掀起重点项目建设热潮，
以源源不断的项目建设为产业集聚提供有力
支撑。

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江凌出席活动。
洛阳市坚持把重大项目、产业项目作为重

点，按照都市核心区大力发展科创产业、环都市
区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南部生态发展区大力
发展特色产业的要求，持续加强对产业发展的
深度研究，滚动谋划推进“三个一批”项目建

设。此次全市列入全省第二期“三个一批”项目
共101个，总投资达1095亿元。

在此次重大项目“签约一批”活动中，现场
签约上海海亦隧道装备生产基地、中建材光伏
电池封装材料等 19个省级重点项目，从所属领
域上看，先进制造业项目 9个，战略性新兴项目
4个。同时还同步签约了航天工业科技云创新
产业园等 5个市级“三个一批”项目。此次，洛
阳集中开工41个 3亿元以上项目，其中，先进制
造业项目共 25个。洛阳重大项目“投产一批”
活动中，全市投产3亿元以上项目41个，从所属
领域上看，先进制造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26个。③9

洛阳集中签约开工投产一批重大项目

万亿元重大项目带来了什么？

“短短3个月，从一片净地到厂房耸立。”河
南星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黄克政
感慨，企业搭上了“三个一批”活动的快车，发展
进入了快车道。而企业快速发展也可反哺地
方，总投资25亿元，20万吨聚合材料级L-乳酸
及其他衍生品项目达产达效后，可实现年利税
3亿元，释放800个高质量就业岗位。

“投产的三期产业园项目，就是在‘三个一
批’活动的推动下，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投
产。”漯河市卫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卫平
说，不到 3周就完成 600亩土地征地拆迁堪称
神速，使项目投产比原计划提前4个月。大项
目快速落地，企业快速发展，最终让员工成为
受益者。“我们满勤的普通员工月工资都可以

拿到5000元以上。”一名卫龙员工骄傲地说。
我省通过持续开展“三个一批”活动，优化

审批程序，优化营商环境，让市场主体“能参
与”、让社会资本“愿参与”，企业走上发展快车
道。“三个一批”活动持续开展，必将带来一个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发展潜力不断释放、发展
后劲不断增强的现代化河南。③9

“听说这个智能大厨房投资15亿元，建成
以后地里产出的粮食、蔬菜到这里就像变魔术
一样变成点心、饮料。”在丰厨（周口）食品有限
公司中央厨房项目施工的老李说，从来没见过
这样的厨房。

这样的大项目不仅是当地人眼里的“稀罕
物”，还是补链、延链、强链的重要一环。据了
解，该中央厨房项目建成达效后，年产量12万
吨，新增就业岗位900个。对于周口这样经济
欠发达的传统农区，以大项目为抓手，可有效

拓展食品产业链条、壮大食品产业规模，推动
当地从“粮仓”向“厨房”转变，助力河南从农业
大省向农产品加工大省转变。

漯河落地食品机械智造产业园项目，推动食
品加工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郑州引进华为、海康、
大华等头部企业，推动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迈进；
平顶山通过投资尼龙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为当
地产业延链、建群、建体系……重大项目落地已经
成为全省各地锻长板、补短板的重要手段。

大项目不仅推动产业发展，同时推动了政

府职能转变。洛阳市全面推行“市领导+部门
联席会议+企业评价”等联审联批工作机制，
全力推动签约项目提前开工建设；漯河市实施
轻资产项目“拎包入漯”、重资产项目“签约即
拿地、拿地即开工”；驻马店市每月召开“四比
四看”活动调度会，研究解决短板问题；信阳市
给每个项目设立首席服务官……在“三个一
批”活动的倒逼下，各地营商环境明显改善，有
效投资与有为政府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形成
了地方经济发展强大的合力。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信阳港·淮滨中
心港区建设工地，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工人们
加班加点做配套设施建设和工程收尾工作。
总投资12亿元、年吞吐能力达2080万吨的港
口初露“芳容”。“预计10月底全部安装调试完
毕，11月份开始试运营。”信阳淮滨港务中心
副主任丁伟骄傲地说。

在当地人看来，该项目不仅创造了数千个
工作岗位，港口建成后的带动作用会更加惊
人。临港企业将享受到新黄金通道带来的便

利，货物从这里通江达海，降成本、增效率，交
通优势最终将转化为产业的竞争优势。

绝对不是为了大项目而抓大项目，而是要
夯实发展的基础。在“三个一批”项目清单中，
安阳滑县的铁路专用线、新乡的精工绿色装配
产业园、洛阳的东旭光电新材料及氢能电机装
备产业园……数千个重大项目无一不体现了

“未来”属性、“发展”属性。两期“三个一批”活
动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先进制造业始终“唱
主角”。

省发展改革委主任何雄介绍，就在过去的
三个月内，我省持续推进签约项目开工，开工
项目投产，投产项目达效，截至三季度末，第一
期“三个一批”活动中，258个签约项目已开工
147个；555个开工项目已投产 120个；524个
投产项目已达效494个。

一个项目盘活一个产业，一个产业带动一
方发展。当科学规划的数千个重大项目逐渐
投产达效后，经济发展的“压舱石”效应也将凸
显。

为地方发展“补短板”

为企业壮大“搭舞台”

10月 8日，河南省科技馆新馆正在进行外立面安装调试、内部布展施工。河南省科技馆新馆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立足
河南、服务中原、辐射全国的特大型、智能化、智慧型科技馆，成为展现河南文化实力、传播河南历史文化的窗口。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讯 10 月 8 日，按照省委、省政府“三
个一批”工作部署，我省各地在分会场举行第
二期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开工、投产仪式，充
分展现了抓项目、谋招引、促落实的阶段性成
果。

开封 共有13个项目签约，总投资104.4亿
元，其中先进制造业项目 10个，占项目总数的
77%。在 13个签约项目之外，由开封市政府、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中原豫
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发起的开封市豫
资平煤双碳产业投资基金战略合作项目也正式
签约，基金总规模100亿元。

平顶山 当天集中开工项目 32个，涉及产
业转型、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社会事业、创新驱
动等多个领域，总投资 254亿元。本次开工的
项目个头大，10亿元以上项目有11个；结构优，
社会民生和基础设施项目11个，先进制造业项
目 16个；速度快，有 7个是上一期签约项目，从
签约到落地动工仅用时3个月。

焦作 共签约项目 30 个、总投资 219.4 亿
元，开工 154个项目、总投资 482.8亿元。此次
集中开工的154个项目，涵盖先进制造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域，质
量高、前景好、引领性强。

鹤壁 共有 185 个项目参与本期“三个一
批”活动，总投资 893.24 亿元。其中，“签约一
批”项目 23个，“开工一批”项目 105个，“投产
一批”项目 57个。此次集中开工的 105个重点
项目，具有涵盖领域广、科技含量高、产业结构
优、综合效益好等特点。

新乡 本次集中开工千万元以上项目共
407个，总投资995亿元，涵盖了先进制造、科技
创新、公共服务和新型城镇化等众多领域。其
中亿元以上项目209个，总投资920亿元；10亿
元以上项目28个，总投资503亿元。

安阳 集 中 开 工 32 个 项 目 ，投 资 总 额
194.25 亿元；27个项目投产，总投资 120.05 亿
元；集中签约29个项目，总投资181.9亿元。这
批项目呈现出投资强度高、项目结构优、基地型
龙头型项目多等特点。

濮阳 现场签约27个项目，总投资231.6亿
元，涵盖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可降
解材料、装备制造等领域。此外，濮阳市共 73
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 436亿元。集中
投产项目65个，总投资348.6亿元。

许昌 集中签约项目 22 个，总投资 128.3
亿元；集中开工重大项目 38 个，总投资 562.7
亿元；投产项目 33 个，总投资 231.18 亿元。
这些重大项目涉及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
业、新型城镇化、社会民生等领域，将为加快
产业转型、拉动经济增长、增进民生福祉注
入新动能。

漯河 签约项目 21 个，总投资 137.1 亿
元。集中开工重大项目 122 个，总投资 600.1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25.2 亿元。集中开工项
目呈现产业结构优、远景效益好等特点。此
外，全市投产项目共 23 个，总投资 172.4 亿
元。漯河市形成了“三个一批”接替有序的良
好态势。

三门峡 集中签约项目 8个，投资总额 52.8
亿元。开工项目 28 个，总投资 196.7 亿元，其
中 10 亿元以上项目 4 个，20 亿元以上项目 2
个。本次共开工先进制造业项目 12 个，总投
资 47.8 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6 个，总投
资 39.5 亿元；社会民生项目 5 个，总投资 23.4
亿元。

南阳 此次共集中开工重点项目245个，总
投资 702.2 亿元。集中签约项目 54个，总投资
210.4亿元。自全省第一期“三个一批”活动开
展以来，南阳市 28 个“签约一批”项目履约率
96.4%，217 个“开工一批”项目开工率 96.3%，
152个“投产一批”项目投产率100%，总体成效
明显。

商丘 此次签约项目21个，总投资178.8亿
元，涉及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电子信息、装备制
造等领域。开工项目 40 个，总投资 277.02 亿
元，其中先进制造业项目 30个、战略性新兴产
业项目 5个。投产项目 45个，总投资 246.62亿
元，其中先进制造业项目 38个、战略性新兴产
业项目6个。

信阳 共签约项目15个、总投资38亿元，集
中开工项目21个、总投资141.8亿元，投产项目
24个、总投资 115.3 亿元，涵盖基础设施、产业
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此次
签约项目中，符合我省先进制造业六大支柱产
业项目的有9个。

周口 共签约项目 24 个，总投资 201.5 亿
元；开工项目 32 个，总投资 184.13 亿元；投产
项目 29 个，总投资 186.96 亿元。本次活动签
约项目质量高、投资规模大、符合产业发展方
向，其中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项目 20
个。

驻马店 共签约项目 21 个、合同总投资
175.5 亿元，集中开工项目 98个、总投资 578.3
亿元。今年以来，该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鲜
明导向，跑出了项目建设“加速度”。今年前 8
个月，省、市重点项目分别完成投资923.3亿元、
5182.4亿元。

济源 共签约 12 个项目，总投资 34.1 亿
元，其中高端冶金设备制造、新型环保建筑材
料等项目将引领当地工业结构持续转型升
级。共开工 13 个项目，总投资 90.7 亿元。投
产项目 13 个，总投资 57 亿元，已完成投资 48
亿元。③6 （本报记者）

我省各地举行第二期“三个一批”
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开工投产仪式

（上接第一版）要在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
落实“六保”任务的同时，把新基建、新技术、新
材料、新装备、新产品、新业态作为高质量发展
的主攻方向，以敢为人先的胆识和换道领跑的
姿态，推动更多“六新”项目落地建设、投产达
效，努力在新兴产业上占据主动，在未来产业
上把握先机，培育更多发展新动能。

四要集群发展，精准开展补链延链强链。
做大做强产业，必须变“单打独斗”为“握指成
拳”。要强化头部企业带动作用，发挥内需市
场、人力资源等比较优势，找准补链延链强链
的突破口、着力点，明晰路径、绘好“链谱”，深
入做好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价值链、制度
链“五链”耦合大文章，加快培育产业生态，推
动集群发展，提升主导产业整体创新力、核心
竞争力，努力成为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中高端、关键环。

五要深化改革，打造最优营商环境。要按
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要求，深化“放管服
效”改革，全面实行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一
枚印章管审批”，加快落实向市县、开发区放权
赋能改革，以优质的制度供给、服务供给、要素
供给，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让市场主体安心创

业、放心发展。
六要加强培训，提高领导干部专业化素养

和能力。要紧跟时代步伐，紧扣创新驱动发展
大势，深入开展专业化、多层次、分类别培训，
让干部学有专长、术有专攻，提升把握规律、破
解难题、改革创新、狠抓落实的能力水平，为实
现“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提供有力保
障。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强化担
当、压实责任，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不放松，抓
实安全生产不放松，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不放
松，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迎接省第十一次
党代会胜利召开。

王凯指出，要加快灾后重建项目建设，抓紧
编制灾后重建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实化细化
市县实施方案，把重建项目作为“三个一批”的
重点扎实推进，抓实抓牢村民住房重建、水毁水
利设施加固重建等，确保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要推动项目扩量提速增效，围绕10个先进制造
业集群、30个产业链精准招商、招大引强，推动
更多优质项目落户我省，细化时间表，加强跟踪
服务，全面加快开工项目建设进度，积极落实优
惠政策、搭建对接平台，推进投产项目达效。要
强化项目要素服务保障，不断拓宽多元融资渠

道，着力破解用地需求瓶颈，创新用能环境保障
机制，保障“三个一批”项目建设需求。要紧盯
全年目标全力冲刺四季度，保持工业投资复苏
态势，提速基础设施投资，着力稳定房地产投
资，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提前做好明年
项目谋划，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要加强考核问
效，进一步健全督办机制，抓紧出台“三个一批”
项目考评细则，强化考核结果运用，着力提高项
目投资转化率，对成效突出的市县、开发区给予
倾斜支持，对落后市县及时提醒预警，确保项目
做实、落地见效。

签约仪式后，楼阳生、王凯等到创新科区
域总部基地及大数据中心项目工地参加开工
活动，并到河南明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现场
观摩，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听取项目投产
情况介绍。

穆为民、周霁、徐立毅、何金平、费东斌在
主会场出席。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和各县（市、区）设
分会场，同步举行“三个一批”活动。据统计，
全省集中签约项目340个，总投资2844亿元；
开工项目519个，总投资4647亿元；投产项目
524个，总投资3559亿元。③9

聚焦“六新”项目推动“五链”耦合
为现代化河南建设夯实基础提供支撑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10月 8日，郑州市共
有 84个项目参与全省第二期“三个一批”活动，
总投资1121.6亿元。

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出席活动
仪式。

据介绍，郑州市84个项目，共有17个拟签约
项目，总投资 420.5亿元。其中包括总投资 160
亿元的兴港新能源产业园项目；投资 20亿元以
上项目5个，总投资10亿元至20亿元项目6个。

“开工一批”项目 33个，总投资 446 亿元。
从产业类型看，制造业项目 16个，现代服务业
项目 2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5个，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 2个，新型城镇化项目 3个，社会民生
项目4个，新型基础设施项目1个。从投资规模
看，总投资10亿元以上项目9个。

“投产一批”项目中，共 34个项目，总投资
255.1亿元。其中，河南富驰科技有限公司智能终
端主机板研发及制造项目总投资120亿元。③6

郑州市84个项目参与全省集中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