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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为王 潮涌中原

本报讯（记者 王昺南）7月 5日，省
政府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
作协议签约仪式在郑州举行。

省委常委、副省长费东斌出席活动
并与恒丰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陈颖举
行座谈。

费东斌欢迎陈颖一行来豫考察合
作，感谢恒丰银行长期以来对河南发展
的关心支持。他说，河南是人口大省、
经济大省、新兴工业大省和全国重要的
综合交通枢纽，产业基础雄厚，市场空
间广阔，是投资兴业的热土。当前，河
南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
坚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
向，加快改造升级传统产业、重点培育

新兴产业、谋篇布局未来产业，深入推
进国企改革，培育壮大多元金融主体，
新发展动能显著增强，希望恒丰银行创
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在产业升级、先进
制造、数字经济、中小企业发展等领域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河南将着力优化
营商环境，强化金融服务，更好推动恒
丰银行在河南健康发展。

陈颖介绍了恒丰银行在河南的发
展情况，表示下一步将围绕河南“十四
五”规划，助力河南打造国家创新高地、
先进制造业基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
范区、现代交通物流枢纽和改革开放新
前沿，为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便捷
优惠金融服务。③7

为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便捷优惠金融服务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7月 5日，洛
阳市政府与省科技厅、省科学院共同举
行 2022年工作会商会议，以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为
主线，进一步深化厅市、院市务实合作，
为洛阳加快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提
供科技支撑。

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江凌出席
会议并讲话。

江凌代表洛阳市委市政府对省科
技厅、省科学院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洛
阳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洛阳认
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创新
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的决策
部署，坚持以创新引领发展。省科技
厅、省科学院与洛阳市共建会商合作

机制，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举全省
之力打造国家创新高地和重要人才中
心重大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洛阳将
用好会商合作机制，积极依托省科技
厅、省科学院在全省范围整合创新资
源，加快推动创新发展，为现代化河南
建设贡献力量。

会上，洛阳市围绕加强创新载体建
设、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培育壮大创
新主体、共建省科学院洛阳分院和产业
研究院、共建成果转化运营实体等方
面，分别提出厅市、院市会商合作事
项。省科技厅、省科学院针对相关会商
议题作出积极答复，表示将站位全省大
局，积极发挥优势，整合各方资源，全力
支持洛阳创新发展。③7

洛阳市与省科技厅省科学院
举行2022年工作会商会议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何可）7月 5
日上午，全省第五期“三个一批”项目建
设活动举行，郑州“签约一批”项目 38
个，“投产一批”项目 107 个，“开工一
批”项目104个。

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在郑
州分会场收听收看省主会场活动，见证
郑州市项目集中签约、察看投产项目，
并宣布全市104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全省“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开
展以来，郑州市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围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数字经济产业、总部经济、社会

民生等重点领域强化招商引资和产业
生态培育，着力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
开工项目早投产、投产项目早达效，为
经济“全年稳、全年红”奠定了坚实基
础。

据悉，此次郑州共有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七研究所产业基地
等 38个项目签约，总投资 618.6 亿元；
107 个项目投产，总投资 778.6 亿元；
104 个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 625 亿
元，其中，宇通新能源商用车基地项目
规划总产能 30万辆，预计投产第一年
实现产值 60亿元。③5

郑州市集中签约投产开工
249个项目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日报社
全媒体记者 范坤鹏）7月 5日，在洛阳
市大数据产业园片区的天安智创产业
社区项目现场，工作人员已完成规划、
施工等前期准备，正在为开工做最后冲
刺。

作为洛阳市此次“三个一批”开工
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52亿元，占地面积
约 600亩。按照“国有平台公司+央企
代建+专业园区运营商”的建设开发模
式，该项目由洛阳龙合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由智慧产城社区投资、运
营、服务等，打造“一轴两带三片区”科
技产业社区生态。

按照洛阳市委全面深化“放管服”
改革的部署，洛阳市积极推广工程建设
项目“带方案供地”，进一步提高审批效
率，推动项目单位实现“拿地即开工”。

洛阳龙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孙哲说，该项目用地是洛
阳第一块新型产业项目用地，受到了来

自政府各个部门的指导和帮助。尤其
在办理各项手续过程中，工作人员服务
热情、耐心、专业、高效，基本实现“最多
跑一次”，实现“拿地即开工”。

“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引入大数据
领军企业 5家以上，国家级研发机构 3
家以上，集聚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领
先应用项目 15个以上，园区整体收入
200亿元以上，培育 1个百亿级龙头企
业，2 个十亿级骨干企业，100 家以上
中小企业，初步形成覆盖新一代信息
技术基础设施、硬件、软件、服务和应
用全产业链的产业生态。”孙哲介绍，
下一步，将在充分调研该项目周边产
业和人文环境的同时，对接好深圳天
安骏业集团专业运营商，发挥大湾区
资源优势，培育、孵化一批具有生长潜
力的中小企业，并及时解决好项目推
进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全力以赴
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早投产、早受
益。③7

洛阳：拿地即开工 全力保进度

我省各地举行第五期“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

重点项目扎实推进 投资拉动强劲有力
本报讯 7 月 5 日，全省第五期

“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举行，商
丘、濮阳、南阳、鹤壁、开封、许昌、焦
作、济源、平顶山、安阳、信阳、漯河等
省辖市设分会场，同步举行“三个一
批”项目建设活动，为我省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商丘 当天，商丘市共签约项目
41 个，总投资 562 亿元，其中，50 亿
元以上特大项目 4个，总投资 240 亿
元；开工亿元以上项目 93个，总投资
674.78 亿元，其中，投资超 20亿元的
项目有 8个，包括总投资 60亿元的示
范区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总投
资 53亿元的睢县五洲国际鞋业产业
园、总投资 50 亿元的宁陵县食品工
业园项目等；当天投产项目 90个，总
投资 434.98亿元。

濮阳 当天，濮阳市共签约项目
34 个，总投资 539.9 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 74.1 亿元；开工项目 38个，总投
资 193.6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99.9 亿
元；投产项目 31个，总投资 129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71.8亿元。截至目前，
濮阳市前四期“三个一批”193个项目
中，23个签约项目全部履约开工，91
个开工项目全部开工建设，建成投产
89 个，投产率 97.8%，79 个投产项目
全部建成达效。

南阳 当天，南阳市共签约项目

45个，总投资 522.64 亿元，合同引资
499.29 亿元，其中 10 亿元以上项目
21 个、投资额 416.6 亿元，占比分别
为 46.7%和 79.7%；开工项目 191个，
总 投 资 1307 亿 元 ，年 度 计 划 投 资
465.7 亿元，其中，总投资 30 亿元以
上项目 9个，总投资 20亿元以上项目
15个。

鹤壁 当天，鹤壁市共签约项目
27 个、总投资 300.9 亿元；开工项目
33 个、总投资 216.1 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 134.3 亿元；投产项目 28 个，总
投资 118.5亿元。这些项目涵盖了先
进制造业、社会民生、战略性新兴产
业、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

开封 当天，开封市共签约项目
30 个，总投资 294 亿元，涵盖装备制
造、节能环保、现代化工、新材料等领
域；开工项目 34 个，总投资 129.4 亿
元，年计划完成投资 86.9 亿元；投产
的奇瑞汽车（开封）智能化工厂项目
主要对智能化焊接生产线、智能化喷
涂生产线、5G+智能工厂、车联网平
台建设等四大工艺车间进行智能化
改造，总投资约 17亿元。

许昌 当天，许昌市共签约项目
26 个，总投资 255.4 亿元；开工项目
107个，总投资490亿元；投产项目22
个，总投资128.9亿元。这些项目涉及
先进制造、重大基础设施、创新驱动、

社会民生等多个领域。其中，当天开
工的许昌政通可优数字经济产业园项
目是以数字经济为主导产业的专业化
园区，项目总投资约15亿元。

焦作 当天，焦作市共签约项目
45 个，均为亿元以上项目，总投资
243.4 亿元；开工项目 95 个，总投资
284亿元，涵盖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两新一重”、公共服务等众
多领域，业态丰富、成长性好、引领性
强，必将为焦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增添新的动力、注入新的活力。

济源 当天，济源共签约项目 33
个，总投资 235.4亿元，涵盖新一代信
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开工项目 50个，总投资 164 亿元，年
度计划完成投资 64.8亿元，涵盖城市
综合体、产教融合、再生资源等领域；
共投产项目 23个，总投资 81.5 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37.7亿元。

平顶山 当天，平顶山市共签约
项目 37个，总投资 225 亿元；开工项
目 73个，总投资 486.9 亿元，其中，年
度计划投资 293.8 亿元；投产项目 52
个，总投资 382.8 亿元。这些项目涵
盖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数
字经济、民生保障等领域，对该市产
业结构转型意义重大，有助于不断培
育壮大产业集群，真正形成重点项目
扎实推进、投资拉动强劲有力、经济

增长健康平稳的良性发展格局。
安阳 当天，安阳市共签约项目

24个，总投资173.5亿元；开工项目37
个，总投资 157.58 亿元；投产项目 26
个，总投资 102亿元。截至 6月底，该
市前四期“三个一批”项目中，84个签
约项目已开工78个、开工率93%，128
个 开 工 项 目 已 投 产 96 个、投 产 率
75%，105个投产项目已达效 103个、
达效率 98.1%。此次签约项目中，有
投资 25亿元的天津康复医疗设备企
业生产基地整体迁移项目等。

信阳 当天，信阳市共签约项目
47个，总投资 152.8亿元，其中，20亿
元以上项目 2个，10亿元以上项目 5
个；开工项目 81 个，总投资 321.8 亿
元，其中，30 亿元以上项目 1 个，20
亿元以上项目 2个；投产项目 81个，
总投资 267.8 亿元。今年 1—5月，信
阳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3.2%，
高于全省平均增速 2.7 个百分点，居
全省第三。

漯河 当天，漯河市共签约项目
35 个，总投资 128.1 亿元；开工项目
83 个，总投资 573.7 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 255.2 亿元；投产项目 19 个，总
投资 53亿元。漯河此次开工一批项
目“含金量”再创新高，“含新量”不断
提升，“含绿量”越发凸显。③7 （本
报记者）

□本报记者 逯彦萃

以项目建设的主动轮，带动经济
运行的所有轮子一起转。7月 5日，全
省第五期“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举
行。

距离去年 7 月 10 日全省发出项
目建设“最强动员令”即将满一年。一
年来，每季度一期的“三个一批”活动
压茬推进。一批批大项目给河南带来
了什么？

产业项目落地
释放发展活力

在鹤壁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电

子信息技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
“扎堆连片”布局，海昌智能、天海集
团、仕佳光子等企业释放出强劲发展
活力。“我们自主研发的全自动下线压
接机打破了欧洲的技术垄断，新项目
投产后，年产值有望突破10亿元。”鹤
壁海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
德超说。

在“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中，
新基建、新材料、新能源项目长期占据

“主角”位置。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健
介绍，第五期“三个一批”项目中的“签
约一批”项目中，先进制造业项目 529
个、总投资 4565 亿元，占比分别为
85.6%、82%。“开工一批”“投产一批”
项目中，先进制造业占比依然是“头

名”。
从长期来看，河南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仍比较突出，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和结构调整任务依然较重，新产
业新经济新业态占比不高、创新驱动
力不足。持续不断引进新产业、新项
目，将充分激活我省发展新动能。

就拿洛阳来说，当地政府把新能
源电池、电子显示材料、人工智能、生
物疫苗等确定为重点“风口”产业，瞄
准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风口”产
业集聚地区，找准招商的目标项目，开
展驻点招商。今年以来，宁德时代、大
华科技、凯盛科技、华为技术、深兰科
技等“风口”产业龙头企业已纷纷在洛
阳布局。

新项目不断释放新红利。今年以
来，我省工业实现了稳步增长，确保了
经济大盘稳定运行。一季度，全省工
业投资同比增长34.9%，制造业投资同
比增长36.3%，分别高出全国18.6个、
20.7个百分点，其中，五大主导产业投
资同比增长 56%、高技术制造业投资
同比增长73.5%。这组亮眼数据，延续
了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业投资实现“V”
形反转的良好态势。项目建设增加就
业岗位，撑起消费底气，同时为我省经
济长期高质量发展蓄积力量。

优化政务服务
厚培产业沃土

在推进项目建设过程中，全省上
下坚持“效率”优先，投产达效始终是
关注重点。

“地方政府不折腾，一心一意谋发
展，给了我们增加投资的信心。”灵宝
市新凌铅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云
飞告诉记者，2021 年企业下定决心，
投资57.8亿元上马了铅业资源循环利
用项目，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105
亿元，帮助上千人就业。

为了让好项目走“绿色通道”，我
省进一步推进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确保“清单”以外无事项；为了让大
项目投产达效实现加速度，我省出台
了省重大项目建设“三个一批”活动评
价办法，项目推进是否有力“打分”说了
算。

各级政府结合“万人助万企”“能
力作风建设年”等活动，成立专班、倒
排工期、挂图作战；健全完善重大项目
月调度、“白名单”、建设核查等制度，
为项目建设提供全流程、全方位、全生
命周期服务。

马健介绍，第四期“三个一批”项
目建设活动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层
层压实责任、狠抓协调服务、强化要素
保障，助推项目建设全面提速。第四
期“三个一批”项目中，“签约一批”项
目的开工率91.2%、较前三期提高1个
百分点；“开工一批”项目的投产率
75.1%、较前三期提高 7.9 个百分点；

“投产一批”项目的达效率 95.4%、较
前三期提高1.4个百分点。

“三个一批”项目压茬滚动推进，
一个个大项目、好项目正在中原开花
结果，助力我省提升创新能力、优化产
业结构，让发展更加稳健，民生福祉更
有保障。③5

本报讯（记者 郭北晨）7月 5日晚，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防汛视频调度
会议，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调度部
署强降雨地区防范应对工作。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防指常
务副指挥长孙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本轮降雨已由分散性降雨转
为大范围系统性强降水过程，省防指
今年首次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我
省正式进入防汛工作关键期，要坚持
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每个降雨过程
安全确保安全度汛。要全面落实值班
值守责任制，各级防汛责任人要上岗
到位，坚持 24 小时值班值守，党政主
要负责人要靠前指挥，发生险情及时
调度处置；要全面落实力量预置，抢险
救援队伍、装备提前预备到位，做好抢

险救灾思想准备、工作准备、人员准
备，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
得赢；要及时组织转移避险，根据雨情
险情变化提前研判，对高风险区域果
断实施转移避险，严防转移过程中发
生次生灾害；要加强信息发布和上下
沟通，多渠道发布预警和应急响应信
息，保持与省防指信息畅通，做到工作
协同、不打乱仗，全力确保此轮强降雨
过程安全度过。

副省长、省防指常务副指挥长武国
定参加防汛视频调度，并就加强监测会
商研判、组织群众转移避险、严格防范
城市内涝、做好启用蓄滞洪区准备、及
时发布预警和应急响应信息、加强山洪
地质灾害防范、加强值班值守等工作作
出具体安排部署。③7

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以每个降雨过程安全确保安全度汛

“三个一批”带来了什么

7月 4日，凯迈（洛阳）机
电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作
人员正在测试电池热管理系
统。该公司是一家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产品广泛应用
于新能源车辆动力电池等领
域，今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
入 1.5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5%。⑨3 李卫超 陈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