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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震

10月 23日，大河报记者
获悉，河南证监局近日发布公
示，爱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拟在A股市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正在接受申万
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
公司对其进行辅导，已于
2017年 10月 19日在河南证
监局进行辅导备案。截至目
前，河南省A股IPO在辅导企
业达到32家。

爱民药业集团于2010年
5月通过招商引资入驻新蔡

县，位于新蔡县周潢路，新蔡
县属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而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6年9月出台的意见，为支
持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帮助贫
困群众稳定脱贫，对贫困地区
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新三
板挂牌、发行债券、并购重组
等开辟绿色通道，即报即审、
审过即发。也就是说，爱民药
业 IPO可以走“绿色 IPO”通
道，不用排队了。

据爱民药业集团官网消
息，该公司是国家、河南省、新
蔡县三级发改委重点扶持企

业，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
家中医药示范旅游基地。河
南省A类重点项目、河南省省
级企业技术中心、产研学重点
实训基地。

根据河南省秘书协会官
网信息，爱民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是河南省、新蔡县两级
政府重点推进的A股主板上
市后备企业。2016年完成税
收5150万元(增值税2850万
元、企业所得税2000万元、地
税300万元)。

据省工信委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8月底，河南共有中小企
业46.4万家，从业人数1333.4万
人。中小企业在河南国民经济发
展中占据重要地位，贡献了全省
50%以上的GDP，60%以上的出
口，70%以上的科技创新，80%以
上的新增就业，占全省企业总数
的95%以上，已成为河南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扩
大就业的主要途径、促进科技创
新最活跃的生力军。

但是我省中小企业发展面临
的瓶颈有很多，既有产品缺乏竞
争力、人才缺乏、企业管理水平有
限等自身因素，也有融资难、融资
贵等外部社会环境的制约。

省内一家针对中小微企业的
服务机构挑选了河南省内100家
小微企业展开了“创业企业生态
调查”。根据调查数据显示，100
家企业中，71％的创业公司在成
立时团队成员在5人以下。其中
不少企业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兴趣
爱好和一个“好点子”就开始了创
业，缺乏前期的市场调研和人才
支撑。而且，很多小微创业企业
对政府相关扶持政策和优惠措施
也未能很好地利用。

“当前，对中小微企业‘大水
漫灌式’的服务较多，有针对性、
实效性的服务较少，需求匹配度
不够，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尊重企
业主体地位，切实加强中小企业
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服务
的覆盖面和精准度。”省工信委主
任王照平指出。

“对于中小微企业发展，需要
专业的社会化服务机构，这要求
拥有专业的服务团队，深入服务

对象的生命周期，做创业者的‘经
纪人’长期跟踪服务，在企业关键
节点才可以起到作用。”入选2017
年度河南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库的
清大教育董事长杨鸿鹏接受采访
时表示，人才与知识服务是补齐
中小微企业发展短板的重要方
面，清大教育成立十一年来，在这
方面服务的企业超过30万家，是
目前河南地区规模最大、服务客
户最多、服务体系最全、服务程度
最深的管理教育机构，而清大教
育自身作为一家创业企业也已经
于2016年10月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上市，成为中
原地区第一家也是目前为止唯一
一家登陆新三板的企业管理教育
机构。

“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市场春
天已经到来，华沐通途近两年发
展很快，公司的定位是打造围绕
新能源的技术类科技公司，致力
取得光伏发电全产业链的各种资
质，并围绕光伏进行全方位技术
研发，比如风光储的微电网技术，
所以在科技人才、融资等方面都
需要来自政府以及专业社会化服
务机构加以辅助。”华沐通途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左涛表
示。

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
题，今年我省也通过“政银合作”
等多种模式，完善中小微企业的
社会化融资服务体系。

例如，今年5月省财政厅与中
原银行共同出资 100 亿元人民
币，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重点
支持在产品、技术、渠道等方面拥
有核心竞争力，并且风险可预期
的初创期、成长期中小企业。

河南多层次服务中小企业
当好中小企业“经纪人”

□本报记者 傅豪

核心提示 10月24日，记者从省工信委组织召开的全省中小
企业服务体系建设会议上获悉，我省正在构建以优质中小企业
库、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库、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以及小微
企业“双创”示范基地、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为组成的多层
次中小企业服务体系。河南中小企业社会化的服务体系建设迎
风上路，全省中小企业正焕发勃勃生机。

河南构建多层次中小企业服务体系

10月24日，由河南省工信委
主持召开的全省中小企业服务体
系建设会议在郑州举行。会议通
报了我省优质中小企业库和服务
机构库建立情况，并向省级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以及小微企业

“双创”示范基地、省级中小企业
特色产业集群代表集中授牌。

河南华沐通途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等532家企业入选
2017年度河南省“专精特新”优质
中小企业库，其中行业领军企业
182家、高成长型企业203家、创
业创新企业147家。

同时，河南还重新梳理认定
了77家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
台，筛选了包括河南清大教育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在内的161家优质的专
业服务机构，组建河南中小企业
服务机构库。

“下一步将采取市场化的方
式，依托平台举办路演活动，使中
小企业和优质市场资源通过平台

充分对接，通过微信公众号为优
质中小企业提供政策直通车服
务，充分发挥优质服务机构和有
关行业协会作用，共同做好中小
企业服务工作。”河南省工信委党
组成员、中小企业服务局局长吕
方表示。

此外，记者还从会上了解到，
为更好地让中小企业拓宽合作渠
道，走向国际市场，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我省接下
来将积极开展创建中外中小企业
合作区工作。

“目前工信部已在全国布局
设立了多个中外合作区，今年省
工信委积极向工信部推荐许昌市
申报中德中小企业合作区。下一
步，省工信委将推动许昌中德合
作区尽快落地，通过引进德国投
资和先进技术，带动我省中小企
业提质增效。同时，要加强与其
他国家的合作，以中外中小企业
合作园区建设为抓手，促成一批
中外合作区的产业项目实施，积
极推进我省中小企业对外开放合
作。”省工信委主任王照平表示。

精准服务激发中小企业内生动力

爱民药业启动IPO
河南在辅导企业达32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虚拟现
实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中国仿真学会理事长
赵沁平在会上表示，虚拟现实
未来将在很多方面产生颠覆
性影响，比如以2D为主题的
显示到以3D显示为主，观察
视野突破屏幕限制，出现各行
业全新的实验与验证平台;构
建任意时空物理世界实物的
虚拟孪生等。

赵沁平预言，下一个十

年，虚拟人体将在生命科学和
医学领域，带来史无前例的、
颠覆性发展。

赵沁平表示，虚拟人体已
经成为“实验室到病床”转化医
学研究的新概念平台和实验手
段，并已经广泛应用在医学研
究、新药物研发、虚拟手术、医
疗器械开发、医学教育培训、康
复训练等。“病体生理学建模技
术的发展、新软件平台的研发
和可获取数据的增长，共同促

进了生物仿真技术的新发展，
生物系统动态仿真，是仿真在
医药领域的最新发展。超越了
简单的化学和分子结构水平。
生物仿真预演的应用，支持新
治疗药物研发，将满足制药业
开发治疗疑难杂症新方法的需
求，降低由此而产生的研发风
险和成本。”

VR加速触及应用时代
第十七届中国虚拟现实大会在郑召开

□本报记者 李震

核心提示 10月21日上午，第十七届中国虚拟现实大会暨第七届国际虚拟现实与可
视化会议暨第三届中国(郑州)虚拟现实产学研大会在郑州开幕。据悉，本次大会由中国
计算机学会、中国图像图形学学会、中国仿真学会和IEEEComputer Society主办，郑
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河南省虚拟现实产业联盟承办。

戴上眼镜玩“穿越”，异地情侣“牵手”装婚房

10月 21日上午，在本次
大会布置的VR科技成果展
上，众多炫酷的VR“黑科技”
最新产品集中展示，让市民驻
足体验。

一位小学生体验者坐在
一台医学教育用的VR设备
前，手持电子笔移动，屏幕上
清晰地显示牙齿垢渍一点点
被移除。而在常规的设备上，
我们看到的只能是一个平
面。“看完后，我对牙齿的构造

认识更清晰了。”这名小体验
者告诉记者。

在河南灵境科技公司展
台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机械
与自动化专业的马子领老师，
把“辽宁舰”上的各种武器装
备操作体验了一个遍。他说，
学校打算在多个专业开设虚
拟现实相关课程的打算，校方
组织师生前来了解考察。

河南灵境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杜建新介绍说，未来，

虚拟现实技术将越来越多地
应用到人们的生活中。他举
例说，假如一对异地恋情侣想
装修婚房，借助现在的VR技
术就能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实现“穿越”，在虚拟环境
中“牵手”去找装修公司、看装
修效果。“装修风格怎么定？
家具如何摆设？他们在装修
开始之前就能真实体验装修
入住后的效果。”

VR将在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迎来颠覆发展

河南省虚拟现实处于怎样的水平?对此，
河南省虚拟现实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苏春路介
绍说，虚拟现实产业虽然经过了多年的发展，
但目前仍然是在起步阶段，而一直以来河南在
虚拟现实产业的发展上并不落后，甚至在国内
处于领先的位置，不比北上广深等城市弱。“业
内公认的虚拟现实发展最重要的发力方向是
内容创作方面，河南是文化大省，在这方面具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在文化、IP等一些强

的领域里面使劲儿，进行内容制作。”
苏春路坦言，这次大会能在郑州召开，与

这几年河南政府部门对虚拟现实产业的支持
以及河南本地虚拟现实企业的发展是分不开
的。

近年来，河南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出台多
项政策引导、扶持虚拟现实等新兴产业的发
展。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拉动河南省
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河南具有发展VR的独特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