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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绿兴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郑州畅想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鑫利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正佳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山水丹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市合力铜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雪山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亿德制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航空港区格威特污水净化有限公司
河南莱帕克化工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郑州开普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郑州翌硕科技有限公司
开封市豫鑫农贸有限公司
河南省远征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金石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屹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亚天实业有限公司
洛阳科威钨钼有限公司
洛阳昌盛水产有限公司
惠普-洛阳人才产业基地
安阳利浦筒仓工程有限公司
安阳市通用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方圆研磨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吉姆克能源机械有限公司
安阳市大正钢板仓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天海电器有限公司
河南柳江生态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鹤壁中翼型材有限公司
河南帮太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新封热力有限公司
孟州福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易和电器有限公司
南乐红高粱面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葛市华睿智能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杜氏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森茂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天纳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召县和平制动器有限公司
商丘金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商丘市明清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商丘市迈科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县毅辉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省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项城市雨鑫食品有限公司
汝南县广源车辆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康健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济源市舜峰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中孚铝业有限公司
卫华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翔宇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宏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梦想食品有限公司
邓州市华鑫纸业有限公司
邓州市久友面粉有限公司
邓州雪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坤源麻业有限公司
固始县惠远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郑州大学
郑州大学
郑州大学
郑州大学
河南大学
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工业大学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河南化工职业学院
河南化工职业学院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工程学院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河南大学
河南大学
郑州大学
郑州大学
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科技大学
洛阳师范学院
洛阳理工学院
河南农业大学
安阳师范学院
安阳师范学院
安阳工学院
安阳工学院
郑州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科技学院

河南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河南化工职业学院

郑州大学
郑州轻工业学院
河南理工大学
许昌学院
许昌学院
许昌学院
郑州机械研究所
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郑州轻工业学院
商丘师范学院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郑州机械研究所
周口师范学院
河南省食品工业科学研究所
黄淮学院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河南大学
郑州轻金属研究院
郑州大学
河南省农科院农副产品加工研究所
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工业大学
郑州大学
河南工业大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河南科技大学
信阳农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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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
成为广大中小微企业主动抉择

中小企业发展事关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的大局，在扩大就业、增加收入、改善
民生、促进稳定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中小企业
的发展，相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
施。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省
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委、
省政府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强化政策
支持，完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提高
企业服务水平，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多策
并举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推动全省
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质量和素质跃
上了新台阶，已成为我省构建现代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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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小企业发展迎来了难得的
机遇。国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出台了一系列含金量高，针对性强，可操
作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商事制度改革，极
大促进了人们的创业热情，形成了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尤其是随着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小企业必将
成为引领发展新动力、消费新方式、产业
新形态、创新新主体、就业新载体的基础
力量和主要依托。

今年以来，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全
省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大力实施“百千万”
中小微企业成长、优势集群引进、企业技
改提升等工程，积极培育发展中小企业
特色产业集群，建设中小企业创业创新
示范基地，推动引领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不断深化企业服务，加快建设完善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服务体系，组织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产销对接、银企对接、
用工对接等多项活动，帮助企业排忧解
难，有力地促进了我省中小企业的发展，
为我省保增长调结构作出了重要贡献。
截至今年 7月底，全省中小企业单位数达
到 43.8 万家，同比增长 5.9%；从业人数
1245.5 万人，同比增长 3.3%；实现营业收
入 38431 亿元，同比增长 7.7%；实现利润
总额 3780 亿元，同比增长 13.4%；出口交
货值完成 892.2亿元，同比增长 33.9%。

在经济增速放缓、资金严重紧张的
大背景下，我省中小微工业企业的技术
创新投入却明显上升。上半年，全省中
小微企业科研经费投入 101.48 亿元，同
比增长 123%，其中企业自筹 81.40 亿元，
占 81%，同比增长 144%。中小企业科研
项目数 11010 个，同比增长 229% 。其
中，获得专利的项目数 7605 个，同比增
长 297%。新技术、新产品生产增加销售
收入 337.9 亿元，同比增长 142%。这充
分表明，创新发展，已成为广大中小微企

业的主动抉择。

搭建平台
推进产学研合作再上新台阶

2014 年，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省教
育厅、省科技厅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全省
中小企业与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产学研
合作对接活动，促成产学研合作项目
157 项，签约金额 5.9 亿元，取得了较好
效果，受到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充
分肯定。

组委会办公室主任、省工业和信息
化委中小企业局局长沈超介绍，为进一
步加大产学研工作推动力度，调动各方
积极性，第二届全省中小企业与省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产学研合作对接活动首次
由省委组织部牵头，增加了省发展改革
委、省商务厅、省财政厅参加，组建成立
了第二届全省产学研对接活动组委会，
形成了党政部门协同合作推进产学研对
接的新模式。

在总结以往各类院企合作、校企合
作经验的基础上，本次活动更加注重机
制创新、部门联动，初步形成了以企业为
主体、以高校科研院所为支撑、七部门协
同推进的产学研合作机制，有效推动了
产学研活动的顺利开展。此外，本次活
动充分依托平台网络的服务作用，采取
线上发布查询、线下对接推进方式，发挥
省市两级的领导和协调作用，全面推动
产学研活动开展，有效调动了各方的工
作积极性，形成了线上线下全省联动、主
动对接的良好局面。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征集企业技术

难题 627 项，比第一届增长 194%；省内
47 所高校和 12 家科研院所共上报科技
成果 922 项，比第一届增长 144%；产学
研 合 作 项 目 430 项 ，比 第 一 届 增 长
295%；合作项目签约资金额超过 12 亿
元，比第一届增长 206%。

五大重点
大力推动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新常态下，中小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更加显现，发展的责任也更加重大。我
省正以改革的思路，创新的精神，务实的
工作，突出抓好五大重点工作，为中小企
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发展
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

——加强政策支持。近期，省工业
和信息化委牵头拟定了《河南省扶持小
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从财政支持、
税收优惠、降费减负、融资支持、创业孵
化等方面提出了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
策措施，近期将提交省政府常务会研
究。为了缓解融资难，省工业和信息化
委联合省政府金融办、人民银行郑州中
心支行、河南银监局、省财政厅等多个部
门起草了《关于进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
融资工作的若干意见》，从扩大信贷规
模、拓宽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方式等六个
方面制定了 20 条有针对性的措施，近期
将下发。与此同时，我省将发挥好省促
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办公室作用，定期
对中小微企业扶持政策落实和发展工作
开展督导，不断完善小微企业考核评价
机制，督促各级各有关部门把各项政策
措施落到实处。

——抓好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力争到年底，基本建成以省级综合
平台为枢纽，18 个省辖市、10 个省直管
县（市）窗口平台和 30 个重点产业集聚
区平台为支撑的全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平台网络体系，为中小企业提供政策咨
询、融资服务、管理咨询、法律服务、创业
辅导、技术创新等多元化服务。同时，积
极推动全省社会服务机构争创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提高服务水平，切实
形成政府支持平台、平台服务企业的良
好局面。

——着力破解企业融资难。继续推
动我省中小企业积极利用多层次资本市
场进行融资。继续做好新三板挂牌企业

的培育、培训工作，积极引导我省中小企
业到河南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融资。进一
步完善政银企贷款对接机制，省工业和
信息化委、河南银监局和省政府金融办
要组织开展好 10 月下旬的第三届全省
万家中小企业和金融机构对接活动。进
一步促进我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
设，做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代偿补偿资
金日常管理工作。

——积极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继续
组织实施中小企业“百千万”成长工程，
推动中小微企业做精做专，做强做大。
开展好“专精特新”企业认定工作，培育
认定一批行业领军中小企业。组织开展
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工作，
重点培育一批高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
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领
域产业集群，形成一批主业突出、特色明
显、公共服务配套完善、在国内外同行业
中具有较高市场占有率的特色产业集
群。要继续开展河南省小型微型企业创
业示范基地和第一批国家小型微型企业
创业示范基地创建工作，打造一批创业
创新的平台和载体。

——抓好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积
极探索研究“互联网+小微企业”行动计
划的工作思路、重点领域和实施路径。
积极推动现代信息技术在小微企业中的
应用，培育发展中小企业信息化服务平
台，为中小企业的研发、管理、生产、营销
和物流等业务提供信息化服务。支持小
微企业依托第三方平台开展电子商务应
用，培育一批基于互联网的平台企业和
商业模式创新企业。继续着力实施“翔
计划”，充分利用百度公司搜索营销服务
平台优势，从“互联网+”角度出发，全面
开展中小企业网络平台的营销、管理与
业务运营，促进中小企业结构转型。

开展产学研合作对接是加快我省工业转型升级、提高
企业产品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第二届全省中小企业与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产学研合作对接活动自 2015 年 4 月启动以
来，在各级各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显著成效。截
至 9 月 28 日，全省共征集产学研合作项目 430 项，企业技术

难题 627 项；省内 47 所高校和 12 家科研院所共上报科技成
果 922项；产学研合作项目拟投资金额超过 12亿元。

根据第二届全省产学研合作对接活动组委会制定的
《第二届全省中小企业与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产学研合作
对接活动“省级产学研合作试点项目”推荐办法》，经认真

遴选和审核，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
委员会、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科学技术厅、河南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商务厅联合确定 61 项
产学研合作项目为 2015 年省级产学研合作试点项目，现予
以公布。

整合智力资源 搭建创新平台

深化产学研合作对接 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我省隆重总结部署全省产学研合作对接工作

2015年“省级产学研合作试点项目”名单

9月 23日至 25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我省考
察时强调，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形成企业和经济发展新动能。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产学研合
作推动自主创新工作。2013 年，省
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自主创新
体系建设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意
见》，明确提出省内高校和科研机构
要以应用开发和成果转化为重点，以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主攻方向，在
体制和机制上创新，构建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

9月 28日下午，第二届全省中小
企业与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产学研
合作对接活动签约大会在河南人民
会堂隆重举行，副省长张维宁出席会
议并作重要讲话。第二届全省产学
研对接活动组委会成员单位及产学
研合作对接活动项目签约企业、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负责人及项目签约代
表和部分“省级产学研合作试点项
目”负责人共 300多人参加了会议。

组委会主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省人才办主任安平主持会议。会上，
省政府副秘书长王登喜宣读了 2015
年“省级产学研合作试点项目”名单，
组委会主任、省工业和信息化委主任
王照平通报了活动相关情况。安平要
求，各地各单位要及时传达贯彻会议
精神，强化签约项目后续管理和服务，
提早谋划明年产学研合作对接活动，
为全省中小企业发展、科技创新和成
果转化、经济发展转型升级作出应有
贡献。

前 言

9 月 28 日下午，2015 年“省级产学研合作试点项目”授牌现场

副省长张维宁在第二届全省中小企
业与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产学研合作对
接活动签约大会上作重要讲话

9 月 28 日下午，第二届全省中小企业与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产学研合作对接活动签约大会现场

农业物联网（蔬菜冷链标准化）
铁路机车音视频项目
抗癌新药 HRM3422 的开发与应用研究
智能纳米驱油剂产业化技术研究
FEST 集成处理系统在富营养化闭锁水域中的应用
铝合金连铸连轧铜合金轧辊制备技术
分子筛合成料快速连续化烘干技术
全谷物营养米智能爆饼系列装备开发
废水深度处理新技术
化工行业培训、研究用流体演示设备
液位检测控制系统安装实训装置
红枣片保健作用研究
基于温差发电技术发动机余热回收技术
翌硕房管局综合业务信息管理系统平台
开封菊花组合物保健产品的开发
工业粉尘固化及资源化利用
利用冶炼废渣生产刚玉产品
超导发动发电机
大型化智能化生物秸秆高效循环再利用技术
细晶大尺寸钼旋转溅射镀膜管靶的关键成型技术及产业化
三文鱼工厂化养殖及渔业信息化研究
洛阳理工学院-惠普软件开发与测试标准实验室
生物质能源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
大学生就业实训基地
纳米粉体制备河南省工程实验室
生物质燃料设备开发实验室
重型钢板库卷仓装备制造和相关理论研究
CAE 仿真设计项目
鸡粪减排与有机肥加工技术
智能门窗系统的研发生产实现感应自动开关功能
非杜伦小麦粉生产意大利面关键技术研究

生物质分解提炼技术
年产 1300吨 2-氯烟酸等生物化工中间体合成三废

综合利用，实现污水零排放
基于异构通信网的柔性装配生产线的设计与研发
非油炸速食面叶面饼生产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示范
共建工业机器人实验室
雾化-扩散新型预合金粉末的制备和产业化技术
全自动卷管机、自动烫平机、全自动挡发机、洗发机研发
电机自动化装配中机座自动翻转机械手研制
精密减速机的研发与生产
新型家禽 IFN-α抗病毒复合制剂的研究与应用
柔性铸造设备自动化系统研制
研究卧式旋转炼油装置上密封自动进料系统
钠钾镁钙葡萄糖注射液
提高电动汽车用锂电池的续航能力
汽车轴齿类零件精密锻造自动化生产线建设项目
浓香型白酒功能性微生物菌种的筛选及发酵特性
解决新鲜荆芥保持原有风味难以贮藏和保存的技术研究
牵引式花生捡拾摘果机
大型自走式芝麻菜籽种植、收割、烘干机
无氯工艺制备高性能纳米锑掺杂二氧化锡（ATO）
新型稳流节能电解槽技术改造
河南省起重装备轻量化工程研究中心
全麦鲜食成果转化项目
生物发酵饲料产品优化与绿色养殖
功能型水果派可松面包保质保鲜技术研究
造纸污泥的资源化利用
日处理 1000 吨小麦深加工技术
彩棉色系的扩展
大麻生物脱胶工艺技术
探索创新型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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