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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有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2016（洛阳）直通硅谷创新创
业大赛跟进项目 38 家，已落户企业 10
家。

总部位于香港的泛亚股权投资基金
PGA，与大赛承办单位达成“共建河南区域
投资基金”的意向。在大赛组委会协助下，
相关合作投资机构就洛阳本地创业项目开
展洽谈，其中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微投
影项目已获得成都羚羊创投1000万元的
投资意向，另有多个项目持续沟通中。

有了今年的成功经验，展望未来，参
与承办大赛的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总
裁、中美企业服务中心LYRICS总裁吴磊
介绍，直通硅谷创新创业大赛将打造成
每年一届的“双创”赛事，成为中国洛阳

牡丹文化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洛阳
在国际创新创业舞台上的一张新的城市
名片。

为扩大赛事规模及影响力，2017（洛
阳）直通硅谷创新创业大赛将新增美国
硅谷、江苏南京、安徽合肥、广东揭阳四
个区域为大赛项目征集处，计划征集项
目2000个，合作投资机构200家以上，合
作媒体超过300家。

美国硅谷的知名VC和创业者对本
次大赛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示将在明
年的大赛踊跃参与。以中关村（硅谷）为
代表的硅谷科技园区与孵化器将在近期
赴洛阳商讨与大赛的合作事宜。

直通美国硅谷后的洛阳，在“双创”
的道路上必将演绎得更加精彩！5

□本报通讯员 教晓峰

“想不到、想不到，真是想不到！”
12月21日，家住洛阳市瀍河区地久艳阳天小区的张淑桃，谈

及棚户区改造连说三个“想不到”：“一是想不到这么快。从今年5
月20日签协议拆迁，7月20日就搬进了新房；二是想不到房子这
么称心，还紧邻洛浦公园；三是想不到买房后还能剩3万多块钱做
生意。”

张淑桃爱人去世，三个儿子无固定工作，家庭生活比较困
难。今年4月份，在洛阳市棚户区改造时，她选择了货币化安置，
按照市场评估并享受优惠政策。

张淑桃一家只是洛阳市强力推进棚户区改造，改善百姓生活
的一个缩影。

棚户区改造是党和政府为改善困难家庭住房条件推出的一
项民心工程，深受社会广泛关注和期盼。

近日，河南省住建厅对全省棚户区改造工作进行了通报，洛阳
市圆满完成省定目标任务。2016年，洛阳市棚户区改造计划任务
76387套，实际开工76387套，计划完成率100%，居全省第1位；目
标任务73904套，实际开工76387套，目标任务完成率103.36%，居
全省第5位；全市基本建成任务10000套（含公租房、廉租房），实际
建成51649套，基本建成率为516%，居全省第1位。

金融融资对接，保障棚改资金。今年以来，洛阳市在与国开
行、农发行等加强合作的基础上，协调建设银行洛阳分行等创新
推出棚改项目购买政府服务专项金融产品。目前各金融机构新
对接项目67个，涉及资金416亿元，为加快棚改提供了资金保障。

坚持台账管理，优化手续办理。洛阳市持续优化服务举措，
缩减项目审批流程，保障棚户区改造工作加快推进，协调相关部
门解决各类问题97个，确保任务按时间进度推进。

多措并举安置，满足群众需求。截至12月初，全市货币化安
置住房 40229 套，货币化安置率为 52.66%，比全省平均水平
31.13%高出21.53个百分点。针对被征迁群众对安置的多元化需
求，在原址安置房建设回迁基础上，灵活采取货币补偿、购置商品
房等多种方式进行安置。

持续督导考核，助力快速推进。洛阳坚持月排名、季讲评、年
总评制度，严格奖惩兑现，进一步明确目标责任，层层传导压力，
推动全市84个棚改项目全面开工建设。5

□本报通讯员 杨柳青

创新，是洛阳伊滨区庞村镇钢制家具
产业30多年发展中的一面耀眼旗帜。

创新，正推动庞村镇钢制家具产业逆
势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从制造到创造，
再到品牌的特色小镇发展之路。

目前，庞村镇钢制家具产业创造了洛
阳第一个“中国名牌产品”，拥有4个“中
国驰名商标”、5个“河南省名牌产品”、
38个“河南省著名商标”、100余项国家发
明专利，钢制家具占全国同行市场80%，
成为一些中央国家机关的重点采购对象，
并出口欧美及亚非拉。

规划创新，长谋发展
庞村镇的钢制家具产业经过早期发展

阶段的原始积累，中期阶段的资本裂变，以

及当前的整合提升，企业的数量增速及规模
扩大每10年翻10倍，产值每10年翻6倍。

庞村镇钢制家具在国内同行率先突
破了早期拎包上门的推销模式，积极延伸
市场触角，在大中小城市率先铺网设点，
并率先使用电子商务，建立全方位立体化
销售网络。当前的营销网络覆盖全国所
有地级以上城市及80%的县级市，与阿里
巴巴合作成功建立了阿里巴巴洛阳钢制
家具产业带庞村专业市场，全方位立体化
的销售网络初步形成。今年打造了 135
家淘宝店铺，实现了 3个月 2000万元的
线上交易额，成功评选为2016年度中国
淘宝村，实现了洛阳市淘宝村“零”的突破。

思想创新，海阔天空
庞村镇“心”很大，做钢制家具就要全

国一流。

镇政府与企业家们多次到广州、深
圳、苏州、樟树、佛山等地考察学习，开阔
视野、潜心学习，数年磨一剑，让产品说
话，别人没有的我们有，别人有的我们

“优”，别人“优”的我们“新”，成为中国国
际家具博览会上的宠儿。

从分散的家庭式小作坊到产业集聚
发展，被誉为“铁箱之乡”的庞村镇，经历
着从制作小铁箱到发展大产业的嬗变。
小镇建立钢制家具“大”集聚区，镇上最早
的光华五金厂和第一铁箱厂成了庞村镇
钢制家具的“黄埔军校”，获得“中国名牌
产品”的花都家具集团成为庞村镇创新龙
头，集聚区内的企业家们互相学习、取长
补短，十指握拳、抱团创新。

庞村镇与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建
立了洛阳市钢制家具研究院，重点围绕研
发、市场、政策进行深入跟踪和研究，确保

本地产业集群在全国相关产业保持思想
和技术的优势。

产品创新，助推产业升级
该镇联合几家龙头企业设立新产品

创新奖，引导企业自觉向科技前沿看齐。
宇宝柜业率先引进了第一台机器手，莱特
公司建设国际一流数控喷塑生产线，花都
公司率先使用激光切割机和成型生产线，
科飞亚公司运用声光电的手段，建立起了
河南省第一个钢制家具体验馆，被誉为钢
制家具展示方法的里程碑。

庞村镇把打造产品品牌、企业品牌与
产业链竞争品牌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制定
行业规范、严格产品抽检，确保产业生产
能力稳步提升和产品质量绝对过硬，让钢
制家具制造，成为业界质量信得过的区域
品牌。5

汝阳县采取多项得力措施，切实搞好节能减排工作，为确保
汝阳境内主流河道北汝河污水安全排放，保护好生态环境，使北
汝河水更清。图为12月22日，施工人员在汝阳县涧东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提标改造工程项目进行工艺管网焊接，争取在12月底
前建成并投入试运行 5 康红军 摄

洛阳直通美国硅谷的背后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李松战

前不久，在美国中关村硅谷创

新中心举行的中国（洛阳）直通硅

谷创新创业大赛发布会暨洛阳创

业环境及政策硅谷专题推介会，吸

引了全世界高端人才的目光。

这是洛阳市政府首次在世界

创新创业腹地硅谷邀请全球高端

人才参与洛阳“双创”事业，并借助

国际性“双创”赛事引进高端“双

创”资源的一次创新尝试。

地处中国中部的洛阳，如何与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硅谷实现“直

通”？会给正处于创新热潮的洛阳

带来哪些影响？

洛阳神策数据网络有限公司，

今年8月在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注

册成立。这家由百度大数据奠基

人桑文锋创立的公司，和其他8支

获奖团队一起，于 11月中旬，前往

美国参与硅谷创业训练营创业培

训，并获超级训练营孵化。

更幸运的是，神策数据还得到

知名资本青睐，已获得红杉资本A

轮400万美元投资。

神策数据这一切得益于桑文

锋和他的团队参加了2016（洛阳）

直通硅谷创新创业大赛，并斩获一

等奖，获得50万元奖金。

2016（洛阳）直通硅谷创新创业大赛，
是洛阳市今年举行的一场重量级“双创”活
动。

这场赛事规格高，由洛阳市政府主
办，市工信委、市科技局、洛阳国家大学
科技园等承办。

大赛经历初赛（5月9日—13日）、复
赛及新闻发布会（5月26日—27日）、决赛
及颁奖晚会（6月14日—15日），11月9支
获奖团队赴硅谷，前后历时半年。大赛吸
纳了来自我国北上广深及美国、瑞典、荷
兰、加拿大等地的970个项目报名参赛，
550个项目进入初赛，104个项目进入复
赛，32个项目进入决赛。

参赛项目涵盖 AR、VR、智能装备、
大数据、健康医疗、企业服务、人工智能、
泛娱乐、消费升级等热门创业领域。神
策数据、大容量锂电池储能电源及管理
系统分别获得本次大赛企业组和团队组
一等奖，微跑小蛙可穿戴体感游戏机、
TICK微型分子光谱仪等10个创业团队、
企业分别获得二、三等奖，分享270万元
奖金。

更重要的是，大赛最终以“直通硅
谷”圆满收官，在洛阳与硅谷间直接搭建
了一个技术、资本对接的平台，在洛阳乃
至国内都形成了较强的影响力。

11月 9日，神策数据、勤浩药物、极

视角等9支优秀的获奖团队，在美国硅谷
期间，先后参观访问了腾讯美国总部，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谷歌、维思等知名企
业，向投资者推介创业项目，收获满满。

美国当地时间 11月 13日，中国（洛
阳）直通硅谷创新创业大赛发布会暨洛阳
创业环境及政策硅谷专题推介会在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关村硅谷创新中心举
行。这是洛阳首次在世界创新创业腹地
硅谷邀请全球高端人才参与洛阳“双创”
事业。

美国硅谷库柏蒂诺市市长张昭富、中
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领事蒋玉宏、美中国
际人才交流基金会会长易凡平、中关村国
际（控股）公司首席运营官罗炜等硅谷企业
家与投资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活动。洛阳市
副市长陈淑欣代表洛阳市向硅谷高端人才
发出邀请。

次日，洛阳市政府代表团访问了苹
果公司、赛门铁克和希捷科技等高科技
公司总部汇聚的库柏蒂诺市，并和该市
签署缔结友好交流城市意向书。根据协
议，两市除了在经济、贸易、交通、科技、
文化等方面全方位交流与合作外，还将
互为招商、投资、项目推介及经贸洽谈会
提供良好的交流与合作平台。

赢在硅谷，洛阳唱响了全球双创“好
声音”。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省委常委、副省长、市委书记李亚指

出，洛阳坚持市场导向、企业主体、人才
支撑、项目抓手、改革牵引，着力打通政
产学研深度融合通道、军民企地对接转
化通道、市场化运作通道和人才成长通
道，加快构建现代创新体系，推动科研成
果就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作为国家老工业基地，“一五”时期
全国 156项重点工程有 7项在洛阳布局
建设，拥有洛阳石化、中信重工、一拖集
团为代表的“洛阳制造”等大型企业集
团，大批国家级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等
科技创新平台，两院院士、中原学者、大
工匠等创新资源，为洛阳创新发展提供
了坚实支撑。

今年4月，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获国务院批复。8月26日，洛阳市科技
创新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动员大
会，公布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洛阳片
区建设实施方案》，洛阳片区除了享受中
关村“6+4”的先行先试政策，还结合洛阳
实际，出台一系列配套实施细则，打好“1+
N”政策组合拳。

5月 16日，财政部公示2016年国家
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入围名
单，洛阳市成为全省唯一入围城市。

当前，洛阳正抢机遇，乘势而上，让全
市创新活力充分迸发，争当创新发展排头

兵，争做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领
头羊。

目前，洛阳市依托中信重工和一拖
集团等大型企业和中船重工725所、中国
空空导弹研究院等科研院所，带动了数
千家科技型小微企业蓬勃发展，形成了

“重微共振”效应。
直通硅谷创新创业大赛，就是洛阳

市小微企业双创基地示范城市“重微共
振”工程5个特色双创大赛平台之一。

与此同时，洛阳市大力实施“河洛英
才计划”，在未来5年内拿出不少于20亿
元的财政资金，力争组织引进和培育创新
创业团队50个以上，吸引500名以上高层
次人才到洛阳创新创业，创办科技型创新
型企业200家以上。目前，已有2名院士、
8名“千人计划”专家、2名长江学者和2名
中原学者在内的45个创新创业团队申报。

围绕构建现代创新体系，洛阳市已
确立了“实施双倍增工程，打造全省最具
活力的创新高地”等重大专项、200多个
重大支撑项目，涉及创新主体及平台打
造、“四链融合”、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创
新联盟建设提升、小微企业双创基地城
市示范、创新创业人才引进培育、军民融
合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等8
个领域，让现代创新体系在洛阳落地生
根，使洛阳在打造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
高地过程中实现率先发展。

完成率、基本建成率居全省第一位

洛阳棚户区改造顺民心

12月21日，洛阳市首张旅游音乐专辑《老家洛阳》主打歌《老
城》全球首发仪式在洛阳老城区安喜门举行。据了解，“老家洛阳”
系列音乐活动是由洛阳市旅发委和洛阳旅发集团主办，老家洛阳文
化产业有限公司承办。该活动旨在用声音传播洛阳味道，唱出古都
新韵，为洛阳文化旅游增添一张音乐名片 5 李国英 摄

“老家洛阳”主打歌《老城》全球首发

为困难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伊川县纪委
近日启动为期3个月“大爱伊川·暖冬行动”志愿服务活动。 图为
12月14日，志愿者走进董家沟村，为贫困户送去了棉被、衣物、食
用油等物品 5 葛高远 王雪凌 摄

伊川县纪委开展暖冬行动

汝阳加快污水处理工程建设

从庞村镇钢制家具看传统产业升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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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在硅谷，洛阳唱响全球双创“好声音”

大赛再出发，明年向全球发征集令

打通“四个通道”，打造创新型“双创”示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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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训练营学员走进腾讯美国总部参观学习

硅谷训练营在美国国际科技大学 ITU
交流分享

2016（洛阳）直通硅谷创新创业大赛决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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