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淮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园区动画制作中心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中心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中心成立于

1995 年,1999 年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是 A 类（优秀）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中心现有孵化基地面积 20万平方米,累计孵
化企业 1303 家。目前在孵企业 426 家，80%集中
在电子信息领域。累计毕业企业405家，其中辉煌
科技和新天科技已在主板上市，捷安高科、众智、
乐彩、畅想、云飞扬等13家企业在新三板挂牌。

中心为企业提供公共技术、创业导师、培
训、专利及企业家沙龙等全程孵化服务。

洛阳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洛阳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成立于 1996 年，

1998年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是优秀
（A 类）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目前中心拥有
孵化场地 15 万平方米，在孵企业 281 家，累计企
业 800余家，其中上市企业 7家，创业导师 25名。

中心围绕“三园二基地”（三园：北航科技
园、生命科技园和浙江大学中原技术转移中心、
河南科技大学成果转移中心、中国矿业大学节
能环节技术转移中心，二基地：软件和服务外包

产业基地和大学科技成果转移基地）建设，培育
出了百润互联网、金诺机械、源创电气等一批优
秀在孵和毕业企业。

河南省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是由省政府创建，

科技部、教育部认定的国家级大学科技园，2006
年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是优秀（A
类）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园区占地 526 亩，总建筑面积 58 万平方米，
总投资约 20 亿元人民币。园区企业以电子信
息、电子电器产业、新能源与高效节能产业为主
导。截至目前，园区入园企业 355 家，在孵企业
198 家，累计毕业企业 80 家。

园区采取“多校一园、共同发展”的建园模
式，依托郑州大学、河南工业大学、河南农业大
学、郑州轻工业学院等高校和郑州高新区，搭建
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孵化转化平台。

郑州高新区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郑州高新区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是河

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 (东区),以电子信息、软件
为主导方向,2013 年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
园区占地1500亩，总建筑面积210万平方米，

目前自有孵化基地面积 2.4万平方米,企业加速器
5.6万平方。现有孵化企业 91家，毕业企业 31家，
实现年总收入4.48亿元，安排就业4300多人。

园区成立了企业家俱乐部，并与多家中介机
构合作建立了人力资源、财务、金融、法律与知识
产权服务等专业化服务平台。

新乡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新乡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于 2003

年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中心现有
孵化场地总面积 24.8 万平方米。入驻在孵企业
180 余家，形成了先进装备制造、电子电器、电子
信息、电子商务、节能新产品及汽车零部件等主
导产业。累计毕业企业 80 多家，其中拓新生化、
泰隆电气、平原工业滤器等毕业企业已成为新
乡高新区的领军企业。

中心成功引进了云计算项目，与河南师范
大学共建智慧商务与物联网技术河南省工程实
验室，为培育和发展电子商务和 IT 产业提供了
基础服务。

●● ●● ●●

我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强劲发展
2010 年 ，全 省 产 业 集 聚 区 掀 起 了 建 设 热

潮。时任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的郭庚茂同志调
研观摩全省产业集聚区，在考察完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新乡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火炬
园后明确提出，要将孵化器发展模式向全省推
广，强调全省高新区、产业集聚区都要大力推进
孵化器建设，建设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平
台。自此，我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工作开始了
大飞跃。

今年，谢伏瞻省长将大力推进科技企业孵化
器建设列入省领导“四重点”事项给予重点推进，
批示“抓紧推进，考虑各省辖市在有条件的产业
集聚区，或产业基础较好的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内
至少建设一个孵化器。培育科技创新型企业，推
动创新驱动发展”。近期，省政府办公厅刚刚印
发了《河南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5-2017 年)》，明确了近三年全省孵化器发展
的总体思路、发展原则、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
点项目，拟定了多项促进孵化器发展的政策措
施。这一系列有力举措，推动全省科技企业孵化
器建设强劲发展，迈进了一个新的阶段。

省科技厅厅长贾跃介绍：“目前，我省以科
技企业孵化器为重点的创业孵化生态体系初
步形成，已经成为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服务‘万众创业、大众创新’的核心载体。
通过加快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能够有效提升
我省科技创业孵化能力，降低科技人员创新成
本，培养出高水平、高素质、高层次的创业群
体，营造创新创业氛围，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
业源头企业提供支撑。”

强力推进创业孵化载体建设
创业孵化生态体系覆盖全省

2010 年以来，我省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大学科技园数量从 10 家增至 20 家，翻了一番，在
中西部省份中位居第三位。省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大学科技园从 10 家增至 55 家，数量增长了近
五倍。目前我省孵化器建设已经实现了全省 18
个省辖市、21 家高新区的全覆盖，全省孵化器发
展网络基本形成。

省科技厅副厅长马世民介绍：“省科技厅高
度重视孵化器建设，通过加快创业孵化载体建
设，搭建中小企业公共技术和科技金融对接平
台，举办‘河南省科技创业雏鹰大赛’，加强孵化
器从业人员培训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全省孵化器
创新发展水平和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截至 2014 年 11 月，全省纳入统计体系的 60
家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共累计孵化培育企
业 6640 家，其中在孵企业 3978 家，在孵企业实现
销售收入 287 亿元。全省孵化器共拥有孵化场
地总面积超过 500 万平方米，服务和管理人员队
伍 1000 多人，并设立有专门用于扶持在孵企业
发展的孵化基金 6.38 亿元。

创新体制机制提升服务能力
培育企业引领区域特色经济

近年来，全省孵化器快速发展，对区域特色经
济起到了辐射、引领和带动作用。郑州高新区创
业中心孵化培育的辉煌科技和新天科技已在主板

上市，13 家企业在新三板挂牌。洛阳高技术创业
服务中心 9家、郑州市高新技术创业中心 3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分别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Q板挂
牌。南阳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建设的光电孵化
园，通过搭建光电企业资源共享和光学元器件检
验检测服务平台，培育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光学
产业集群。河南众诚企业孵化器建立有物联网平
台、RFID 与应用测试、软件开发与测试等公共技
术服务平台，孵化培育了一大批电子信息、软件研
发创业企业。郑州航空港智能终端（手机）孵化器
通过搭建智能手机研发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迅速
聚集了迅迈、世基、兴飞等企业，为航空港智能手
机产业发展提供了科技企业源泉。

各地市建设积极性持续高涨
打造良好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目前，全省各地孵化器建设积极性高涨，在建
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创新创业综合体不断涌现。
郑州市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出台了《郑州市创新创业
综合体三年行动计划》、《郑州市创新创业综合体建
设管理办法》，拟于2016年前，在郑州市建设布局20
家以上的创新创业综合体。洛阳市出台了《洛阳市
支持创业孵化基地扶持创业实体发展暂行办法》，
对孵化器发展进行奖励扶持。据不完全统计，全省
今后三年内开工建设的孵化场地建设重点项目有
40项，其中23项已经开工。洛阳北航大学科技园一
期 10万平方米孵化基地已经封顶，并与近 50家企
业达成入驻协议；5万平方米的洛阳生命科技园已
经开工建设；规划总建筑面积103万平方米，总投资

30亿元的西安交大济源科技园全面开工；黄淮学院
建设有2.3万平方米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园。

政府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助推孵化器建设深层次发展

省科技厅党组书记黄布毅提出：“要积极运
用互联网思维，突破思维界限，不断完善创新创
业孵化生态。鼓励各类投资主体参与孵化器建
设，建设技术主导、投资主导、产业主导、国家大
型工程主导等多层次、多类型、多运作模式的专
业创新创业孵化载体。建立孵化体系内的天使
投资网络，探索建立全省孵化体系内资金、项目、
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全产业链信息化建设，围绕
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和孵化体系，培育科技型中
小企业，为战略新兴产业、传统支柱产业的骨干
企业进行全产业链和创新链的配套支撑。”

下一步，省政府和省科技厅将工作重点从以下
几方面着手，继续加大对孵化器建设和发展的支持。

一是以高新区、省定产业集聚区和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为重点，建设创业中心、大学科技园、留
学生创业园、专利孵化中心等各类孵化器，规划建
立一批专业孵化器，加快孵化载体建设步伐。二
是推进科技企业孵化器与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对接
合作，支持高校建设科技创新型孵化基地和大学
科技园。三是建设一批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持续
提升孵化器专业技术服务能力。四是鼓励创新创
业综合社区建设。五是加强孵化器人才队伍建
设，完善创业导师和从业人员培训体系。六是健
全科技投融资体系，完善孵化器金融投资功能。

洛阳恒生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鸟瞰图

本报记者 尹江勇 本报通讯员 马庆波

三门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技术创业服
务中心

三门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技术创业服
务中心成立于 2011 年，2014 年被科技部认定为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现有孵化场地 2.5 万
平方米，入驻在孵企业 87 家，累计毕业企业 27
家，安排就业 2525 人。产业主要发展方向为高
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

中心目前正在建设设量仪产业园和 128 创
业园，配套规划建设计量检测中心、精密机械加
工中心、金属材料处理中心、量仪设计研发中心
四个中心。中兴节能与市质检中心合作共建煤
炭综合利用研究开发中心，服务在孵中小企业
及周边用户。

濮阳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濮阳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是我省首家由

科技系统自筹自建运行管理的综合性孵化器,
2014年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中心拥有在孵企业 84 家,建设有创新创业、
公共研究开发、信息网络服务、科技成果化、投
融资服务、中介服务、大学生创业园七大公共服

务平台，为入孵企业和创业者提供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知识产权等“超市式”全方位服务。

河南众诚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河南众诚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7 月，2014 年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是负责承接河南科技园区科技企业孵化
功能，以电子信息、软件研发为特色的专业孵化
器。孵化器拥有孵化场地 42000 平方米，入驻在
孵企业 52 家，毕业企业 15 家,并承担了园区内
2470家企业中的小微科技创新企业的孵化任务。

孵化器联合共建了物联网、RFID 与应用测
试、软件开发与测试等专业技术平台，为在孵企
业技术开发检测提供服务。建立有 1000 多平方
米的创业苗圃，为创业者提供专业技术、市场的
咨询和评估服务。

虞城县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虞城县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成立于 2009

年，2014年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是培育工量具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专业孵化
器。孵化器占地面积 45亩，孵化面积 25600平方
米，在孵工量具企业 51家，累计毕业企业 24家。

中心充分利用国家钢卷尺及五金工具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技术优势，为企业提供技术
指导、技术示范、科技培训等服务。目前，在孵
企业研发的激光工量具、智能语言工量具系列
产品已逐步投放市场，精密工量具产品正在国
内外工量具市场上形成竞争力。

洛阳大学科技园
洛阳大学科技园于 2014 年被国家科技部、

教育部认定为国家大学科技园。园区规划用地
525 亩，总建筑面积 60 万平方米，总投资 20 亿
元。目前一期已建成投用，入园企业 86 家，中科
院自动化研究所、固高科技（深圳）等一批知名
企业及科研机构成功进驻。

园区以智能装备及工业机器人、现代服务
业（软件及信息服务业、工业设计及工业检测、
高端教育培训、文化创意）为产业定位，规划建
设科技研发区、企业孵化区、企业加速成长区、
教育培训区等区域。园区建有云计算、工业设
计、软件测试、基于运动控制的智能装备等公共
技术服务平台，为在孵企业提供孵化育成、技术
支持、科技金融、教育培训等增值服务。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智能终端（手机）
孵化器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智能终端（手机）
孵化器是由河南港田电子信息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投资组建的智能终端（手机）专业孵化器，2014 年
被认定为河南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器占地
626 亩，总建筑面积 54 万平方米，其中一期 3 万平
方米已启用，20 家企业已陆续入驻。

孵化器围绕港区主导产业，选择可延伸智能
终端（手机）产业链、提升电子信息智能终端（手
机）生产水平、市场前景广阔,具有一定科技含量

的企业项目进行孵化。
孵化器通过搭建综合办公、信息服务、科技成

果展示与技术转化交易、智能终端（手机）孵化等
公共服务平台为涉智能终端（手机）企业提供良好
的创业环境。

洛阳恒生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
洛阳恒生科技园总投资 10 亿元，于 2011 年开

工建设，2014 年被认定为河南省科技企业孵化
器。科技园着力打造集总部经济、电子商务、物联
网、工业设计与文化创意、机器人等产业为一体的

“互联网经济产业园区”。现有孵化场地面积

11000 平方米，累计入驻企业 79 家，其中在孵企业
44 家。

孵化器引入银行、法律、会计、审计、评估、工
商、税务等第三方机构资源，建立了金融服务、人
力资源、创新服务、政策服务、知识分享、资源共
享、创业服务、基础服务八大公共服务平台，为进
驻的小微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黄淮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园
黄 淮 学 院 大 学 生 创 新 创 业 园 是 集 创 新 创

业、科技孵化、实习实训、综合服务为一体的科
技创新孵化基地，2014 年被认定为河南省科技

企业孵化器。
园区现有孵化面积 2.3 万平方米，入驻企业

52 家，提供工位 1000 余个。依托电子信息、经济
管理、建筑工程、动漫艺术四大学科集群，合作建
设了曙光云计算中心、华为网络通讯技术学院、黄
淮网商园、用友 ERP 技术创新中心等多个平台，
实现了专业链对接产业链，专业对接岗位。

园区定期举办创新创意大赛和创业大赛,建
立了三支导师队伍共 200 多人。已涌现出“苹果
皮之父”——潘泳、“节能先锋”——王乙丞等一批
大学生创新创业明星。

部分优秀国家级孵化器、大学科技园

新升级国家级孵化器、大学科技园

部分新认定省级孵化器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中心孵化基地

洛阳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专利成果转移服务平台

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

郑州高新区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鸟瞰图

新乡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综合研发楼

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运动控制研发测试平台

三门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精密量仪产业园

濮阳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内孵化器鸟瞰图

河南众诚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创业苗圃

虞城县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厂区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智能终端（手机）孵化器入孵企业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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