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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本报记者 王少华 王红伟

央企支持河南再加码：
64个项目签约总投资 1600多亿元

最近，由电务公司申报的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城市轨道交

通多限界检测车”、“集电靴限界检查装置”和“接触轨综合测

量仪”，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取得 3项国家级实用新型
专利。

其中，该公司申请的“城市轨道交通多限界检测车”用于

解决国内城市轨道交通领域比较复杂的线路限界检测工作，

能够同时检测线路区间、车站、车场、车库等不同轨行区段限

界，并且可以通过变速器调节满足不同曲线半径的需要，而不

需要更换限界车辆，具有高精度，高可靠性，高效率的特点。

“集电靴限界检查装置”则针对在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大面积使

用的第三轨供电系统研制，对集电靴绝缘距离限界轮廓进行

检测，在国内尚属首创。“接触轨综合测量仪”解决了接触轨受

流面距钢轨平面之间的高度，接触轨中心距线路中心之间的

距离以及接触轨受流面与钢轨平面之间平行度的测量精度难

题，现场操作简单、测量高效、准确度高。（邹俊杰 徐志成）

近期，中国铁路总公司要求郑徐铁路客专建设工期由四

年调整为三年。中铁七局一公司郑徐客专项目客观看待当前

面临的形势，坚持强势思维，为努力完成四季度计划施工产

值，将前期月份未完成的产值抢回来，项目部紧紧抓住四季度

施工黄金季节和资金困难逐步缓解的机遇，迅速掀起“大干

90天”施工热潮。十月份，大干热潮成效显著，施工生产突飞
猛进。截止 10月 31日，一公司郑徐客专项目完成钻孔桩 441
根、承台 89个、墩身 75个；劳力配备增达近千人；搅拌站混凝
土生产能力由 1100方 辕日增至 1500方 辕日，月完成施工产值达
3057万元，占公司下发计划的 132.1%，刷新了该项工程开工
以来的最高纪录。 （裴维敏 申春霞）

中铁七局郑徐客专项目施工进度创新纪录

电务公司新增三项新型专利

11月 5日，记者从河南能源化工集团鹤煤六矿获悉，该
矿设计的“液压支架操作阀新型中位锁装置”和“锚索钻机支

架”两项发明获国家专利。

该矿综采工作面原来使用的 ZF2800/16/24型液压支架操
作阀设计在两个前立柱之间，液压支架操作阀组把手很多，给

生产带来了很大的隐患。

今年 9月份，该矿技术人员对此项装置进行技术改造，在
液压支架操作阀组把手上安装限位装置。这个小发明不但提

高了安全生产系数，而且有效减少了人员和材料投入，提高了

生产效率。同时，该矿工程技术人员针对目前应用的锚索钻机

在施工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发明创造的“锚索钻机支架”安全

系数高，功效是原来的 3倍，施工人员不用长时间担负钻机的
重量，具有较高的推广应用价值。日前，此项发明获得了国家

专利。 （王少华 刘金凤）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两项发明获国家专利

10 月 30 日，由河南省企业联合会、河南省企业家协会、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 2013河南企业 100强发布会

在郑州举行。原河南煤业化工集团、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

团、郑州铁路局位列前三。

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省企业联合会

会长、省企业家协会会长王全书出席大会，河南省企业联合会

执行会长张以祥主持。

河南企业 100强发布是中国企业 500强发布的重要组成

部分。按照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的统一部署，河

南省企业联合会、河南省企业家协会按照国际通行做法，以企

业年营业收入为入围标准，连续第 9次推出了河南企业 100

强。2013河南企业 100强涵盖了全省不同性质、不同行业的大

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55家，民营企业 41家，外商投资企

业 4家；第二产业 87家，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 13家。

2013河南企业 100强整体实现营业收入总额为 13720.3亿

元，较上年提高了 6.28%。这是自 2005年河南省企业联合会、河

南省企业家协会开展 100强排序工作以来，营业收入总额第三

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原河南煤业化工集团以 18067662万元的年

营业收入位居榜首，第 100名郑州金苑面业为 91105万元。

这些入选企业在全国企业排行评选中也有上佳表现。其

中，14家河南本土企业入围 2013 中国企业 500 强，13家入围

2013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3 家入围 2013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强。 （王红伟）

2013河南企业 100强发布

2013河南企业 100强前十名单

名次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1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067662
2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811145
3 郑州铁路局 6866536
4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石油分公司 5752538
5 中国石化集团洛阳石化 5730544
6 中国石化集团中原油田 4907915
7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982680
8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3475623
9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430456
10 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397213

河南逐步完善的投资环境，吸引

越来越多央企的关注。为支持河南加

快中原经济区建设，央企再现大手

笔。

11月 5日，2013年中央企业参与
中原经济区建设河南行集中活动重

点项目签约仪式在郑州举行。64个重
点合作项目现场签约，总投资 1651.44
亿元。

央企在河南省的投资也实现了

丰厚回报。截至目前，中央驻豫各类

企业 657户，资产规模 8800亿元。在
上周，由河南省企业联合会、省企业

家协会联合发布的河南百强企业中，

国有企业共有 55 家入围，2013 河南
企业 100 强的营业收入总额 13720.3
亿元。其中在豫央企占 30家，总营业
收入超过 5000亿元。

现场
64个重点合作项目

总投资 1600多亿元

11 月 5 日，2013 年中央企业参
与中原经济区建设河南行集中活动

重点项目签约仪式在郑州举行。31家
中央企业负责人、河南省副省长张广

智出席签约仪式，河南省与中央企业

合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各省辖市

及省管企业的负责人 300 多人参加
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前，张广智会见了中央

企业负责人并致欢迎辞，中国冶金科

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国文清代表

与会的中央企业发言。河南省政府秘

书长郭洪昌主持了会见会。河南省与

中央企业合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

各省辖市及省管企业负责人参加会

见。

签约仪式上，张广智代表河南省

政府致辞，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党组

成员、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刘锦章代表与会的中央企业发言，河

南省政府国资委主任肖新明通报签

约项目情况，省政府副秘书长万旭主

持会议。

本次集中活动在河南省委、省政

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在各省

辖市、省直有关部门、省管企业、央企

在豫机构和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下，

围绕加快推进中原经济区和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发挥各级政

府推动和企业主体作用，以专业化、集

群化为主线，以重大项目和产业链延

伸、新兴产业培育及传统产业改造提

升为重点，在与央企扩大战略合作和

项目合作上取得了新的成果。集中活

动期间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18个，签约
合作项目 64个，推介项目 137个。

统计
10亿以上项目占 9成以上

本次集中活动以专业化、集群化

为主线，以重大项目和产业链延伸、

新兴产业培育及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为重点，从签约项目情况看，这次与

中央企业合作签约项目呈现以下几

个特点：一是项目规模大。这次签约

项目总投资 1651.44亿元，10亿元以
上的项目占总投资额的 92.2%。其中，
100亿元以上项目 3个，总投资 436
亿元；50—100亿元的 10个，总投资
587亿元；10—50亿元的 21个, 总投
资 499.55亿元。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
制片厂合作的新影中原影视文化产

业园项目，总投资达到 226亿元，是
这次签约最大的投资项目。

签约项目还突出重点领域。这些

签约项目都紧紧围绕河南省新型工

业化、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涉及

基础设施建设、传统优势产业、电子

信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

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

签约项目体现了河南省加快转

型升级的发展要求。64个项目中，战
略性新兴产业、高成长性产业、服务

业等领域项目 49个，投资额 1485.55
亿元，占签约项目总投资的 90%。

分析
9成以上项目体现转型升级

与以往相比，本次签约仪式有明

显变化，多数项目可以看到转型升级

的趋势。

首先，突出重点领域。这些项目，

紧紧围绕河南省新型工业化、新型城

镇化建设的要求，涉及基础设施建

设、传统优势产业、电子信息、生物医

药、节能环保、新能源、现代服务业等

重点领域。

同时，体现转型升级。与中核集

团签约的战略合作协议，涉及河南省

核电发展大计；与中冶集团合作的重

型钢结构项目将填补河南省产业发

展空白；与中国建筑以推进绿色建筑

发展为中心，开展科技创新合作，将

会促进河南省城乡建设模式和建筑

业发展方式转变。

预期收益好。这些合作项目，能

够充分发挥河南省各地区比较优势，

更加注重河南省重点产业集群引进、

特色优势产业集聚发展，更加注重电

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新型建材等

产业链延伸和强链补链，都有比较好

的市场前景。

本次集中活动还精心筛选了 137
个项目向中央企业进行推介，总投资

2451.35亿元。这些项目涉及汽车、电
子信息、装备制造、文化旅游、生物医

药、现代农业、能源、新能源、新能源

汽车、基础设施、节能环保、现代服务

业等领域。

探因
河南省投资环境吸引众多央企进驻

一直以来，河南省高度重视与中

央企业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战

略合作。与央企合作工作围绕全省工

作大局，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推动作

用和企业的主体作用，突出抓好项目

签约和项目落地，不断完善合作机

制，持续扩大合作规模，特别是近年

来，随着中原经济区和航空港区的批

复建设，河南逐渐成为众多央企进驻

的理想地之一。合作的成效越来越显

著，这主要突出在三个方面。

首先，合作规模日益扩大。2011
年以来，河南省与中央企业合作在建

项目 258个，总投资 7364亿元，累计
完成投资 2936.7亿元。

其次，项目结构逐步优化。在扩

大河南省与央企在传统优势产业领

域的合作的同时，大力引进先进制造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生

态环保等领域项目，促进了河南省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

最后，央地合作实现共赢。近年

来，河南把央企合作同“十二五”发展

战略、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促进央

企在河南长足发展，中央驻豫各类企

业 657户，资产规模 8800亿元。央企
在豫机构已经成为推动河南发展的

重要力量，2013 年河南企业 100 强
中，央企占 30户，总营业收入 5053.6
亿元。通过与央企合作，为河南省新

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

代化注入了活力，促进了“四化”协调

发展，有效地推动了河南省产业结构

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背景
河南一直重视与央企合作

央企何以青睐河南？显然，这与

近年来河南软实力及硬件设施的提

升，科学的工作方法分不开。

河南省政府国资委主任肖新明

介绍，近年来，河南省推动与央企合

作方面是下了大功夫的。

建立工作机制。2011年河南建立
了省与中央企业合作联席会议及办

公室，统筹推进全省与央企合作工

作。省辖市和部分省管企业也同步成

立了与央企合作工作机构。省政府国

资委明确了专门处室和人员，制定了

工作职责。通过在全省范围内构建一

级抓一级的工作网络，初步实现了河

南省与央企合作工作的常态化。

开展战略合作。2006年以来，已
有 57家中央企业与河南省政府签订
84项战略合作协议。2012年 3月，河
南省政府与国务院国资委签订了《关

于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战略合作

备忘录》，确定了“十二五”期间推进

中央企业与河南省战略合作的主要

内容和重点领域，为深化河南省与国

务院国资委及中央企业的长期合作、

建立沟通交流机制、实现互利共赢奠

定了坚实基础。

加大招商力度。近年来，河南把

与央企合作作为“一招应多变”、“一

举求多效”的重要举措，不断强化对

央企招商联络工作，充分发挥政府推

动、企业主体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提

高招商联络的针对性、实效性。省领

导通过全国两会、央企河南行等多种

方式，亲自参加与央企合作的洽谈对

接、项目协调等活动。各省辖市、省管

企业坚持大员上阵，高层推动，联络洽

谈，在传统优势产业、生态环保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城市基

础设施、旧城改造、交通等方面开展对

接，采取多种形式的合作。2010年以
来，河南省连续 3年举办大规模的央
企合作重点项目签约仪式。2011—
2012年，各省辖市、省管企业举办与
央企专题对接活动 120多场次。

加强项目建设。认真研究中央企

业发展战略、结构布局和投资趋向，

找准项目合作结合点。各省辖市根据

自身比较优势和产业特点，集中抓好

区域性、功能性、支撑性的重大项目；

省管企业围绕做强主业和转型升级，

着力引进一批科技含量高、投资规模

大、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各省辖

市、省管企业和有关单位积极落实已

签约项目，切实提高合同履约率、资

金到位率和项目开工率。建立项目台

账，明确工作进度。2012年开展了央
企签约项目大回访活动，对中铝集团

等央企在豫发展和项目建设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经过省与央企合作办

的多次协调，部分问题已得到解决。

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上半年，全省
各级共为 88家央企及其驻豫机构解
决 175个困难和问题。

搞好协调配合。河南省与央企合

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和有关厅局

都对央企合作工作非常重视，非常支

持，主动协调，密切配合。在活动组织

上，既注重搞好集中活动，又注重搞

好分散活动，还与全省重要开放招商

活动、产业转移活动相结合，互动联

动。第八届中博会上，全省国资系统

共邀请央企和国内外知名企业 70家
参会，邀请参会客商 330 名，企业高
管 30多人。

2013年中央企业参与中原经济区建设河南行集中活动重点合作项目签约现场 李杰 /摄

中国电建集团采用 BT模式建设的郑州陇海快速通道工程开钻 王建贞 张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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