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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

喋2020菖2022年嗒

为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以及省

市有关决策部署喹进一步推动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喹助力打造

菟五彩三门峡萏萁建设 菟三地五中心萏喹制定本行动计划菥

一萁产业现状

装备制造业是为各行业提供技术装备的基础性萁战略性产业喹

是各行业技术进步萁产业升级的重要保障喹是衡量综合经济实力

和科技水平的标志性产业菥经过多年积累喹我市装备制造业具备

了一定的发展基础喹逐步形成了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和产

品喹成为全市创新能力较强和发展潜力较大的产业之一菥截至

2019年年底喹全市装备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共有70余家喹初步形

成了数控机床萁特种专用车萁新能源汽车萁精密量仪萁智能制造

装备萁铝工业及铝合金深加工萁矿山及轨道装备等产业基础菥但

从总体上看喹我市装备制造业布局分散喹未能形成集群化发展态

势喹且存在缺乏高端供给萁创新能力不强萁智能化水平不高萁品

牌影响力弱等问题和短板喹多数装备制造企业在智能化生产萁网

络化运营萁信息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菥当前喹全球新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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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喹工业互联网萁大数据萁人工智能

等先进技术向各领域加速渗透喹必须抢抓机遇萁加快转型喹推动

质量变革萁效率变革萁动力变革喹实现装备制造业的高质量发

展菥

二萁总体要求

喋一嗒基本原则和发展思路

1喁向质量要市场菥坚持以质量第一为价值导向喹以企业为主

体喹以改革创新为根本途径喹以增品种萁提品质萁创品牌为主攻

方向喹加强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喹探索应用先进质量管理模式喹提

高工业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喹打造具有影响力的知名品牌菥

2喁向创新要动力菥把创新作为推动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喹加

强创新体系建设喹深化产学研合作喹引进培养高层次人才喹积极

应用新技术萁新工艺喹改造提升传统装备喹发展高技术新兴装备喹

推动装备制造业向智能化萁高端化转型菥

3喁向新模式要效率菥把发展新模式新业态作为装备制造业转

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喹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喹提升企业管理质量

及信息化水平喹大力推广智能制造新模式喹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

质量喹积极发展 菟制造喱服务萏的新业态喹有效提升价值链喹实

现跨界融合萁联动发展菥

4喁向集聚要效益菥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喹推动产业链萁创新链

等合理集聚喹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喹提高产业规模和效益菥

喋二嗒主要目标和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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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喁主要目标

通过3年的努力喹到2022年形成数控机床萁特种专用车萁新

能源汽车萁精密量仪萁智能制造装备萁铝工业及铝合金深加工萁

矿山及轨道装备等7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菥培育技术先进萁链条

完整萁竞争力强的新兴装备产业喹力争将我市建成全省高端装备

制造业基地菥

2喁预期效果

喋1嗒发展质量显著提高菥到2022年喹实现重点行业经济规

模和综合效益居全省前列喹高端装备对工业产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到8唳以上喹形成高端装备产品引领工业产业增长的新格局菥在

做强现有知名品牌的基础上喹加强品牌培育萁推广和保护喹打造

一批产品质量高萁市场信誉好的知名品牌喹提升我市装备制造企

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菥

喋2嗒创新能力显著提升菥到2022年喹重点装备制造企业达

到25家喹建成3萜5个装备行业创新平台喹新培育一批国家级和省

级企业技术中心喹产学研合作广泛深入喹新产品萁新技术研发能

力全面提升菥力争打造20萜30家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喹培育3家以

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百亿级企业集团菥

喋3嗒产业布局显著优化菥到2022年喹形成4个高端装备产业

核心区喹产业规模占全市工业产值的6唳以上菥按照 菟引进龙头

菖链式聚集菖打造集群萏的发展思路喹形成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

企业集聚发展态势喹形成特色鲜明萁优势突出萁协同联动的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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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产业带菥

三萁主要路径

喋一嗒加强科技平台建设喹推动装备制造业创新发展

1喁打造一批行业技术创新平台菥以三门峡市工业科技创新服

务有限公司萁开发区新能源汽车工业园萁陕州区汽车及汽车零部

件产业园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量仪产业技术研究院萁精密量仪产

业科技园等产业基地和园区为主要依托喹围绕重点产品喹抓住优

势企业喹整合创新资源喹着力建设一批装备制造业创新平台菥加

大创新平台资金投入喹完善鼓励创新的政策机制喹面向深领域全

行业提供技术服务喹辐射带动全市装备制造业高效创新发展菥到

2022年喹建设3萜5个河南省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萁河南省

制造业创新中心等技术创新引领型平台和机构菥 喋责任单位嗷市

科技局萁发展改革委萁工业和信息化局萁财政局嗉陕州区政府喹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萁开发区管委会嗒

2喁实施一批高水平产学研合作项目菥充分利用高等院校和科

研院所人才富集萁技术专业及研发力强的资源优势喹与中国科学

院黄河金三角分中心萁西安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 喋三门峡嗒中

心喹以及北京理工大学萁郑州大学萁河南科技大学萁三门峡职业

技术学院等院校积极开展产学研项目合作喹共建一批高水平专业

化研发机构及实验室菥高标准建设河南省巴顿焊接工业技术院士

工作站喹成立中乌 菟一带一路萏三门峡技术转移中心平台喹协同

装备制造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喹提高我市装备制造企业的研发能力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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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技术成果的规模化应用喹实现融合发展萁借力发展喹为全市

装备制造业稳定发展提供公共技术服务支撑菥 喋责任单位嗷市委

组织部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萁科技局喹开发区管委会嗒

3喁培育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强的装备企业菥引导装备制造企业

以 菟专萁精萁特萁新萏为发展方向喹鼓励企业扩大对外合作萁积

极引进人才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喹打造一批掌握核心技术萁

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菥到2022年喹培育20家以上

的高端装备自主创新示范企业菥喋责任单位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萁

科技局嗒

喋二嗒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喹推动装备制造业智能化发展

1喁培育智能装备制造企业菥以智能制造控制系统萁智能物流

与仓储装备萁智能成套生产线萁增材制造装备萁智能检测设备为

主攻方向喹培育创新引领型龙头企业菥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喹

培育创新引领型企业和研发机构喹重点发展高速重型堆垛机萁智

能分拣机萁高性能增材制造等高端装备喹突破数字化非接触精密

测量萁在线无损检测萁激光跟踪测量仪器萁精准图像识别等设备

研发喹加快发展集计算萁通信萁控制于一体的智能制造控制系统菥

引导20萜30家重点装备制造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力度喹在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萁重大科技专项承担萁高层次创新平台建设萁人才技术

集聚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喹引导企业创建省级萁国家级创新试点

示范企业菥 喋责任单位嗷市科技局萁发展改革委萁工业和信息化

局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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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喁推动企业全过程技术改造菥实施智能制造示范应用工程喹

推进智能装备制造喹积极申报国家萁河南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

目菥鼓励三门峡戴卡轮毂制造有限公司萁三门峡中兴精密量仪有

限公司萁三门峡国投金城冶金有限公司萁河南中车重型装备有限

公司等行业骨干企业喹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喹大力发展大型精密

数控加工中心萁高速精密数控车床萁压延铜箔萁锻造型铝合金轮

毂萁精密数控轴承磨床等产品喹带动产业结构向高端化发展菥

喋1嗒加快应用数字化技术和智能装备应用喹引导企业实施

菟设备换芯萏菟生产换线萏 菟机器换人萏菥实施机器人 菟十百千萏

示范应用倍增工程喹以中原黄金冶炼厂萁河南速达电动汽车科技

有限公司萁河南骏通车辆有限公司等为重点喹争取创建8萜10个

河南省 菟机器换人萏示范项目喹示范应用100台以上工业机器人

喋数控机床嗒菥

喋2嗒加快开展工业生产数字化改造喹培育装备制造数字化

示范企业喹推进重点行业智能工厂 喋车间嗒建设喹重点培育三门

峡戴卡轮毂制造有限公司萁河南骏通车辆有限公司萁灵宝华鑫铜

箔有限责任公司等智能制造试点企业菥

喋3嗒培育智能制造产业生态菥鼓励我市企业参加河南省智

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联盟喹重点支持天康成套设备有限公

司萁三门峡三星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萁灵宝市豫西轴承附件厂萁

三门峡豫西机床有限公司等企业积极申报成为河南省智能制造系

统解决方案优秀供应商喹在方案设计萁软件开发萁装备改造萁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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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支持萁检测维护等方面为行业提供服务菥

喋4嗒推进高端智能装备产业化菥加快智能装备升级喹培育

三门峡中原量仪有限公司萁三门峡上阳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企业

申报河南省智能装备重点企业喹争取列入河南省智能制造装备重

点培育企业名单喹在数控机床萁机器人萁精密仪器仪表萁伺服电

机萁传感器萁控制器等关键核心零部件方面实现突破菥 喋责任单

位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萁科技局萁发展改革委萁财政局嗒

喋三嗒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喹提升基础装备制造能力

1喁实施标准质量品牌提升战略菥强化标准引领喹对接国内先

进标准喹建立完善重点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菥鼓励企业参与制定

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喹通过整合产业资源萁延伸产业链条喹从以

装备工业制造为主向 菟制造喱服务萏转变喹从设备供应商向服务

供应商转型菥举办装备制造企业 菟质量标杆萏培训活动喹推行质

量标准体系建设喹着力打造一批装备制造业知名品牌菥到2022年喹

力争创建10萜15家 菟河南省质量标杆萏示范企业菥 喋责任单位嗷

市市场监管局萁工业和信息化局萁发展改革委嗒

2喁实施基础装备制造业提升工程菥坚持市场导向萁需求牵引萁

协同创新喹重点围绕灵宝国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萁三门峡上阳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萁三门峡中兴精密量仪有限公司萁三门峡中原量

仪有限公司等优势装备企业喹针对基础薄弱的智能传感萁数控机

床控制系统萁煤矿机械关键零部件萁精密量仪量具等关键领域的

核心基础部件喹开展重点领域聚焦性支持喹提升装备制造核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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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零部件萁基础工艺萁关键基础材料和产业技术基础制造能力菥

喋责任单位嗷市发展改革委萁工业和信息化局萁科技局嗒

喋四嗒着力优化产业布局喹推动装备制造业集聚发展

依托湖滨区机电制造产业园区萁开发区新能源汽车工业园萁

陕州区专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园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量仪产

业技术研究院萁精密量仪产业科技园萁渑池铝工业园萁义马煤化

工产业集聚区萁义马机械加工产业园等工业园区喹加快装备制造

产业集聚喹向高端装备产业集群转型喹培育湖滨区萁陕州区萁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三大核心装备产业区域菥 喋责任单位嗷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萁自然资源规划局嗉各县 萃市萁区菸政府喹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萁开发区管委会嗒

喋五嗒培育重点产业集群喹加快装备制造业特色发展

1喁大力发展能源装备制造菥以新一代生物质能萁氢能萁光伏

电能萁风能等清洁能源为主攻方向喹大力发展新型清洁能源装备萁

节能环保设备萁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业喹培育壮大高端装备制造

特色产业区菥重点打造2个汽车产业园区萁1个环保装备制造产业

基地喹即嗷陕州专用汽车 喋装备制造嗒产业园萁开发区东区新能

源汽车产业园萁灵宝环保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菥鼓励推动三门峡旭

方科技有限公司萁三门峡化工机械有限公司萁三门峡蔚蓝环保设

备有限公司萁三门峡昊博化工工程有限装备公司萁河南亿群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环保萁节能设备的研发和生产喹积极开拓国内

外市场菥加强与乌克兰巴顿研究院合作喹开展矿渣处理设备萁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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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设备及工艺的开发和生产菥到2022年喹形成绿色低碳萁节

能高效萁多元互补萁智慧互联的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喹打造高端能

源装备研发试点基地菥 喋责任单位嗷市发展改革委萁工业和信息

化局萁生态环境局萁市场监管局嗉灵宝市萁陕州区萁湖滨区政府喹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萁开发区管委会嗒

2喁改造提升量仪装备制造业菥支持和鼓励量仪企业采用新技

术萁新工艺萁新设备开发新产品喹提升传统产品档次喹扩大生产

规模喹巩固传统精密量仪行业的地位菥依托三门峡中原量仪股份

有限公司萁三门峡中兴精密量仪有限公司萁三门峡中泰量仪股份

有限公司等企业喹以量仪的数字化萁智能化和网络化为技术提升

方向喹以发展在线测量仪和智能化仪器为重点喹大力发展电动量

仪萁光检测量仪萁智能传感器和成套智能化检测量仪等设备菥支

持量仪企业开展智能化成套改造服务喹重点依托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喹建设以量仪产业技术研究院萁精密机械加工中心萁金属材料

表面处理中心萁计量检测中心为载体的精密量仪产业科技园喹助

推量仪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菥 喋责任单位嗷市科技局萁工业

和信息化局嗉湖滨区政府喹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萁开发区管委会嗒

3喁打造新型装备材料产业链菥加强充换电关键技术攻关和产

品研发喹加快构建动力电池产业链喹推动高倍率动力型和电动车

专用等领域的锂电池项目建设喹打造国内重要的电池材料和充电

设施生产基地菥重点推动灵宝华鑫铜箔有限责任公司电解铜箔萁

灵宝金源朝辉铜业有限公司压延铜箔技术改造和规模化发展喹支



菖 嗖嗖菖

持灵宝宝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4万吨动力锂电池专用铜箔萁

河南义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年产7亿平方米动力锂电池隔

膜萁三门峡猛狮新能源5GWh锂离子电池萁易事特 喋三门峡嗒5G

喱科创园项目和三门峡博睿科技有限公司电动汽车快速充电设施

的研发与生产菥 喋责任单位嗷市发展改革委萁工业和信息化局萁

生态环境局嗒

四萁保障措施

喋一嗒加强组织领导菥各县 喋市萁区嗒政府要高度重视喹落

实主体责任喹结合实际制定配套措施喹细化目标任务喹认真抓好

工作落实菥市政府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喹建立工作台账喹明

确时间节点萁确保取得实效喹形成推动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工作合力菥要定期组织引资招才引智活动喹健全重大项目跟踪服

务机制和重点企业服务机制喹为投资创造良好环境菥 喋责任单位嗷

市发展改革委萁工业和信息化局萁商务局嗉各县 萃市萁区菸政府喹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萁开发区管委会嗒

喋二嗒强化政策支持菥落实省支持转型发展攻坚若干财政政

策以及支持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发展若干政策喹积极争取河南

省先进制造业资金等政策资金喹用好我市促进工业转型升级高质

量发展奖励政策及 菟三大改造萏专项资金等喹鼓励有条件的县

喋市萁区嗒政府设立特色产业发展基金喹支持装备制造业转型升

级菥每年筛选一批重大技术装备协同创新喹对产业集群建设萁公

共服务平台建设萁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等项目给予重点支持喹提



菖 嗖喑菖

高企业转型升级积极性菥 喋责任单位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萁发展

改革委萁财政局萁生态环境局萁科技局喹各县 萃市萁区菸政府喹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萁开发区管委会嗒

喋三嗒推进试点示范菥从区域和园区两个层面喹开展装备制

造业转型发展试点示范工作菥区域层面选择传统产业基础好萁转

型发展任务重萁地方措施力度大的县 喋市萁区嗒喹建设市级高端

装备制造业发展示范区菥园区层面选择若干特色装备产业集聚区喹

筹建转型升级示范园区菥对试点区域或园区给予优先支持喹对高

端装备制造领域重点项目加大支持力度喹为全市装备制造业转型

升级积累经验萁探索路径萁提供模式菥 喋责任单位嗷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萁财政局萁发展改革委萁生态环境局萁自然资源规划局嗉

各县 萃市萁区菸政府喹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萁开发区管委会嗒

主办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督办嗷市政府办公室四科

抄送嗷市委各部门喹军分区喹部萁省属有关单位菥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喹市政协办公室喹市法院喹市检察院菥

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10月2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