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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巷 真 心 话 ，

顶端连出彩。党代

会报告中提出，突出

抓好“一老一小一青

壮”民生工作，解决

好群众“急难愁盼”

的问题。今天我们

特别采访了一位来

自基层社区的党代

表，听听她的心声。

屏观党代会，同框话未来。

10 月 27 日，河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进入第二天，新鲜出

炉的党代会报告依然是大家热议的焦点。

谈目标、战略、举措，看重点、特点、亮点，来自各行各业

的党代表们，都从这份报告里找出了属于自己的“关键词”，

一起来听听吧！

客户端

屏观党代会②
听，他们心中的“关键词”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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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看点报业集团

党代会报告将

如何影响我们的生

活？5 年后的你会

是什么样子？

勇敢、自豪的老

乡们，让我们一起努

力，共同期待——

5 年后，看到更

好的河南；

5 年后，遇见更

好的自己。

五 年 来 ，全 省

上下攻坚克难、砥砺

奋进，实现了一系列

具有标志性意义的

突破。全省 GDP先

后迈上 4 万亿元、5

万亿元两个大台阶，

高质量发展步入新

阶段；银行业总资产

达到 2016年末的近

1.5 倍，为河南经济

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0 月 26 日上午，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

十一次代表大会在省人民会堂隆重开幕。

针对这次重要会议，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全省政法干警热情

高涨，在建设法治河南、平安河南中，未来五年我省有哪些重

点工作要做呢？

□本报记者 逯彦萃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培育
壮大新兴产业，聚焦新型显示和智能终
端等发展基础较好的领域，大力补链强
链延链，培育‘链主’、形成生态，增强核
心竞争力、品牌影响力、行业话语权。”

“培育‘链主’”，成为会场内外热议
的话题。培育“链主”有何重要意义？我
省“链主”状况如何？如何培育“链主”？
10月 27日，记者进行了采访。

在河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高
亚宾看来，“链主”就是产业链上的“火车
头”，具备链接某一产业上中下游的核心
凝聚力，是整个产业发展中具有带动作
用的企业。比如，华为对 5Ｇ产业链、宇
通对汽车产业链的带动作用。而我省作
为农业大省，长期以来工业发展相对滞
后，产业层次相对较低，在产业链方面发
挥的作用相对较弱。在当前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背景下，确保我省企业入局而不
出局，必须走产业升级、产品创新、产能
优化之路，提升我省企业在分工体系中
的话语权。培养更多“链主”企业，才能
保障经济发展大局稳定、社会就业稳定。

“链主”企业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培
育“链主”企业迫在眉睫。

食品、农产品加工行业中，我省已经
诞生了双汇、三全、思念、好想你等“链
主”企业，但是在新兴产业中“链主”企业

并不多。李永强代表表示，当前省内有
不少企业已在产业链上占据了关键环
节，有望成长为“链主”。

何俊代表说，作为土生土长的“豫字
牌”企业，郑州信大捷安信息技术股份公
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打造安全芯片，已
成为奥迪、华为等知名品牌的供应商。
何俊表示，信大捷安已占据了信息安全
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但是要成长为“链

主”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能自
主研发和设计芯片，但封装环节不在自
己手中，不仅在交货时间上受制于人，还
要被迫出让不少利润。”

如何从“准链主”成长为“链主”企
业？何俊与李永强均认为，既要充分发
挥“有效市场”的作用，也要“有为政府”
来助力。

首先，企业要深耕主业，瞄准未来，

在科技创新上下功夫，掌握核心竞争力，
才能真正牢牢占据“关键环”。其次，政
府要打破思维定式，在产业布局、招商引
资过程中强化“产业链”思维，在项目选
择上要从补链、延链、强链上出实招。“如
果政府能够在芯片封装方面引进项目，
或者支持我们做产业链相关项目，我们
就可以在未来信息安全产业中占据主
动。”何俊说。

企业有所盼，政府有行动。今年以
来，我省通过多种途径在引育“链主”方
面开足马力。

自今年 7月以来，我省持续开展“三
个一批”活动，不断吸引先进制造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落地，通过项目建设
补链延链强链。

何雄代表介绍，为推动我省产业
基础优势向产业链供应链优势转变，
全省发改系统坚持推行产业链链长和
产业联盟会长“双长制”，支持行业龙
头企业联合上下游开展核心技术攻
关，实施基础材料产业链供应链再造
行动，强化现代农机、盾构装备等优势
产业技术迭代升级和本地化配套，培
育装备、先进金属材料等 5个万亿级产
业集群。

可以预见，未来我省将形成“链主”
打先锋、吸纳一批“补链”项目落地、激
活一批链上小微企业的良好发展局
面。③7

“链主”引领产业升级

▼宇通无人驾驶巴士在机场进行测试。⑨6
本报资料图片

不断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焦点热议

□本报记者 宋敏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
和关键”，“高质量发展决定河南
未来”。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
党代会报告掷地有声。两天
来，出席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的
代表们结合实际工作，就如
何不断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
能、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
系展开热烈讨论。

“报告提出加快提升综合
交通体系现代化水平，把‘机场
强枢增支’作为建设交通强省的
重要内容之一。”康省桢代表说，郑
州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北货运区工程
正加快建设，有望在明年年初投入使
用。届时，郑州机场货运保障能力将
大幅提升，带动航空物流和上下游产
业加速融合发展，成为再造枢纽经济
优势的新支撑。为探索引领航空货
运行业创新发展、打造枢纽经济，河
南机场集团加快推动三大试点先行
先试：电子货运、海外货站、“空空中
转”业务，将着力提升基础设施保障
能力、加快智慧物流建设等，把报告
擘画的蓝图变成现实。

孙建功代表说，郑东新区作为中
原科技城建设的主要承载区，将坚持
把创新摆在发展的逻辑起点和现代
化建设的核心位置，突出抓好中原科
技城建设与省科学院融合发展，努力
引领支撑全省一流创新生态打造和
国家创新高地建设，确保党代会报告
精神落地生根、取得实效。狠抓平台
搭建，加快大院名所科研平台集聚，
不断提高源头创新活力；狠抓科创人

才集聚，拓宽渠道引进人才，做好服
务留住人才，多维度培育人才；狠抓
创新生态构建，完善创新链条，深化
改革服务，加大金融支持，培育河南
双创品牌，打造全省创新创业高地。

“报告通篇体现改革创新思维，
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我们深感使
命光荣。”王旭代表说，在新起点上推
动改革开放，将以开展创新发展综合
配套改革为总抓手，推动各领域各环
节改革举措有机衔接、有效贯通、有
序联动。围绕中心城市“起高峰”，持

续完善支持郑州、洛阳改革发展和两
大都市圈建设的政策措施，更好发挥
高质量发展龙头牵引作用；围绕创
新开放“建高地”，加快推进国资
国企、地方金融、放管服效、制
度型开放等重要领域和关键
环节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动
力活力；围绕县域经济“成高
原”，完善和落实推进新发展
格局下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N”政策体系，打好县域改
革“组合拳”，夯实筑牢高质量
发展底盘。

秦迎军代表说，报告为推动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和路径。武陟县将立足郑州都市圈
特别合作区、黄河流域重要节点城市
等区位优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
量发展，奋力推动“两城三县一枢纽”
建设，强化项目支撑，推动主导产业、
优势产业延链补链强链；深化文旅融
合，实施黄河大运河文化遗产系统保
护工程；坚持绿色发展，统筹推进“两
河四渠一网”生态布局，奋力推动“中
国黄河文化之乡”在县域经济“成高
原”中走在前列、更加出彩。

“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现代产
业体系，我们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信心更足了。”程利民代表说，平高集
团将聚焦以装备制造产业为核心、以
集成增值服务产业和新兴产业为两翼
的“三大产业”，建强科技研发、市场营
销、生产制造、客户服务“四大体系”，
深化资质能力、企业品牌、风险控制、
资本平台、人才队伍“五个建设”，为确
保高质量建设现代化河南、确保高水
平实现现代化河南贡献力量。③5

本报讯（记者 陈辉）10月 27日，
记者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获悉，工业
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布了第六届“创客
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 50
强，其中洛阳华清天木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河南省遗传资源细胞库有限公
司2个项目入选，并将参加第六届“创
客中国”全国总决赛角逐冠军。

“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
赛是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中小企业创新
创业赛事。今年我省推荐的 16个项
目中有 14 个项目入选全国 500 强。
入选 50强的洛阳华清天木公司的高
通量生物育种装备开发与产业化项目
（企业组），可以实现从细胞构建与筛
选到工业生产全流程的智能化自动
化，缓解我国生物产业的育种能力弱
和高端装备依赖进口等问题；河南省
遗传资源细胞库的免疫细胞药物在实
体瘤中的应用项目（创客组），对晚期
转移性肾癌的ZY-101产品管线具有
重要意义。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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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2个项目入选
“创客中国”50强

位于修武县产业集聚区的河南
城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人在
生产盾构机。⑨6 本报资料图片

今年５月，在上海举行的2021年中国品牌日活动上，好想你、信大捷安
等“链主”企业在沪亮相。⑨6 本报资料图片 聂冬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