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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 2017 年许昌市科技创新“成

果簿”，一组组数据令人振奋：

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新增24家，总数

达到 100 家；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

(STS)项目花落许昌，全省唯一；在 2017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榜单中，许昌市两

家企业榜上有名，全市专利申请量、授

权量分居全省第二位、第三位……

走进许昌市各大企业的生产车间，

一项项“高科技”让人赞叹：

从许继智能电网装备制造基地到

许昌远东传动轴高端智能化转型升级

项目，从森源电动汽车产业园到黄河工

业园，一个个龙头型、基地型项目，投资

体量大、智能化程度高、技术水平引领

行业之先……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

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聚天下英才而用

之”。正是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人

才强市战略，才使许昌综合实力位居全

省第一方阵，才为许昌转型升级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2017年，许昌

市在全省重点项目暨产业转型攻坚观

摩点评活动中，连续第五年被评为小组

第一，成为全省唯一的转型发展观摩示

范市。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和人才战略是

许昌繁荣兴盛的必然选择，必由之路。”

许昌市委书记武国定说，站在转型攻坚

的紧要关口，许昌要进一步激发科技创

新、全面创新的强大动能，发挥人才作

为“第一资源”的巨大作用，走出一条结

构更优、效益更佳、活力更足、后劲更强

的发展道路。

鲜明导向——
逾8000万元重奖科技功臣

2017 年 4 月 1 日的许都大剧院，
2017年度许昌市科技创新暨“许昌英
才计划”表彰大会现场，当森源电气高
级工程师曹宏登上领奖台，拿到许昌市
第九届最高科学技术成就奖奖杯和60
万元奖金时，他的笑容谦和而笃定。

作为全国高压开关设备标委会委

员、中国电工技术学会输变电设备专委
会委员，曹宏率领森源电气科研团队，
瞄准智能电气的世界一流水平开展自
主创新，参与近 30项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制定，获得专利2000余项，其中发
明专利500多项，使森源电气拥有了与
国外行业巨头叫板的实力。

河南万里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良奇获评许昌市优秀创新型
企业家，获奖金60万元；许昌学院教授
郑直成为许昌市优秀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获奖金40万元……一个个“最高科
学技术成就奖获得者”“优秀创新型企
业家”“优秀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披红戴
花、上台领奖；台下，热烈的掌声中包含
着真诚的祝贺和浓浓的敬意。

在 2017 年度许昌市科技创新暨
“许昌英才计划”表彰大会上，许昌拿出
了近5000万元“大礼包”奖励创新型企
业家和许昌英才。而自2013年开始，
许昌市累计拿出逾8000万元“真金白
银”，对优秀创新型企业、创新型企业家
和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进行重奖。

许昌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仕
民表示，重奖之举，彰显的是决策者求
贤若渴、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创造
的鲜明导向，是追梦的许昌以创新驱动
发展、以人才引领未来的坚定信心。

在许昌，科技创新被放在经济社会
发展的核心地位，形成了普惠性创新政
策支持体系和有利于创新发展的政策
环境、市场环境、社会环境。市科技部
门开通“服务直通车”，积极促进科技与
金融结合，加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
支持，联合金融机构发放“科技贷”“科
技保”资金6000多万元；用足用活国家
促进创新的政策措施，仅2017年就争
取上级科技支持资金4500多万元，让
企业和科研院所得到更多支持；促进人
才、资金、技术等要素“聚变”。

得益于科技创新，特别是一批重
大科技专项的实施，推动许昌向产业
链高端、价值链高端、技术链高端不断
进军。其中，以电力装备、汽车及零部
件、电梯产业链为主的“千亿级”装备
制造产业集群，集聚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 459 家，去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逾

1700亿元。

强化主体
——让企业唱主角挑大梁

企业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对科技需
求最迫切，对技术创新最敏感。许昌市
持续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
作用，积极打造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
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形成
了企业创新百花齐放、硕果累累的喜人
局面。

“设备换芯”“生产换线”“机器换
人”，行走在许昌远东传动轴公司高端
智能化转型升级项目车间，一台台工业
机器人在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上“尽职
尽责”；黄河集团打造智能工厂，利用石
墨废料进行石墨烯锂电池的应用研发，
生产的高能量密度电池充电续航里程
超过500公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依靠科技创新，豪丰公司在 2016
年、2017年接连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董事长刘少林感慨：“‘豪丰’成长，创新
为本。”如今的豪丰公司，成长为全国农
机具技术标准的制定者，拥有国家专利
176项，参与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10
多个，设立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各1个。

从“许昌制造”向“许昌智造”升级，
在特高压直交流输电领域，许继电气抓
住国家发展直流输电、智能电网的机
遇，研制出世界第一套±800千伏特高
压直流输电控制保护系统和换流阀，获
得核心专利 100余项，创造了 20多项

“世界第一”和“中国第一”。
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让企

业在科技创新中唱主角、挑大梁，使创
新对许昌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
日益增强：2017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
总数达到 100家，居全省第 4位；许昌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跻身全国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许都汇众创空
间入选国家级众创空间；河南瑞贝卡发
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西继迅业达（许昌）
电梯有限公司获批河南省创新龙头企
业，河南硅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被
列为河南省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首

批骨干企业，万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入库河南省“科技小巨人”企业，在食
品机械智能化、行业模式创新等方面走
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全市专利申请
量、授权量分别达到 12472 件、4594
件，分别位居全省第二位、第三位；许
昌市企业研发投入占全市总研发投入
的比例达97%。

目前，全市 90%以上的研发机构
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
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
业，90%以上的发明专利产生于企业，
为企业提质、产业转型注入了无限生机
与活力。

聚才引智
——筑起黄金台吸引八方英才

正如扎克伯格成就了Facebook，
乔布斯开创了苹果帝国，张瑞敏铸就了
海尔辉煌，任正非缔造了华为传奇，许
昌市转型发展成就斐然，同样得益于一
大批高层次的科技创新人才。

“引来一个人才，成就一个企业，带
动一个产业。”黑马药业公司的发展，成
为这句话的生动诠释。2014年，处于
停产边缘的黑马药业公司请来了中科
院天然兽用药物创新团队首席专家梁
剑平及其团队“加盟”。经过梁剑平专
家团队“把脉问诊”和科研攻关，2015
年，黑马药业起死回生，销售总额增长
40%；2016年以来，借助梁剑平团队进
入由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主持的科
技部“十三五”重大专项——新药创制
专题青蒿素研究专项的重大机遇，黑马
药业成功选育出适合北方地区种植的
青蒿新品种，将建起年产 60万吨的全
国最大的青蒿生产基地。

森源集团“以事业留人、以待遇留
人、以感情留人”，吸引了曹宏、过金超、
陈西山等上百名国内输配电设备制造
行业、汽车制造行业的知名专家来此

“扎根”。他们的产品从变压器开关到
光伏变压器、箱式变电站，从农用三轮
车到电动车再到电动汽车，从无到有，
从有到优，创造了一个“森源奇迹”。

科技竞争，根本在人才竞争；创新

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许昌市政府公
布的“许昌英才计划”提出，“十三五”期
间，以15亿元的大手笔筑就“黄金台”，
吸引八方英才。

2017年，由许昌市委组织部牵头，
会同市科技等部门首批认定引进16个

“许昌英才计划”创新创业人才（团
队）。这些引进的人才(团队)项目大多
与许昌市重点产业关联紧密，或为许昌
市紧缺型产业，技术水平达到了同行业
国内甚至国际领先层次。万里路桥集
团引进了以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健龙为
带头人的团队，实施“基于结构层面寿
命递增的耐久性沥青路面设计方法研
究”项目，可使路面设计寿命提高 5至
10年，养护费用节省20%以上，在工程
施工行业掀起了一场变革。

“许昌实施‘英才计划’，不是权宜
之计，而是要把人才强市作为事关‘十
三五’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抓实抓好，
通过坚定不移引进人才，最大限度开发
人才，切切实实用好人才，让许昌成为
集聚人才的高地、创新创业的热土。”许
昌市市长胡五岳的话语掷地有声。

英才聚，企业兴。一个又一个人才
引领企业发展的传奇在许昌大地不断
上演，成为一段段佳话。

厚植优势
——开放创新赢在未来

1月20日上午，在位于许昌市魏武
大道与尚德路交叉口西北角的许昌科
技大市场2楼众创空间211室，河南易
珀尔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王红颍
正在搜集业务数据。他说：“我们经过
多方考察，选择了许昌科技大市场，感
觉这个平台非常不错，既有政策红利，
又能与上下游企业很好地对接。”

在许昌科技大市场，维尔德自动化
科技公司、中飞智慧园林信息有限公司
等科技型企业“扎堆”入驻，恰恰源于这
里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平台优势。
2016年以来，依托许昌科技大市场，许
昌市引进了专业服务机构以及人才团
队，孵化了上百家科技型企业。特别是
选择许昌主导优势产业与科研院校开

展精准对接，让许昌市企业受益匪浅。
像许昌科技大市场一样，许昌市抓

好开放合作载体，发挥服务平台职能，
用好用活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开放创新
正向更高层次发展。

立足国内一流，黄河集团、森源集
团、众品公司等本土知名企业依托与中
科院、清华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合
作，推动提档升级。全市 49家企业与
中科院所属院所（中心）建立合作关系，
在全省位居第一方阵。森源集团立足
于大视野、大手笔，在北京清华科技园
设置了战略投资部、国际业务发展部、
核电电力装备技术研究院、电动汽车技
术研究院等“两部”“两院”。

放眼全球市场，许昌市抢抓“一带
一路”建设机遇，瞄准东盟、中东欧两个
重点，深化对外合作交流。着眼推动装
备制造、再生金属等特色产业转型升
级，许昌市已先后组织80多名企业家7
次赴德招商对接，德国鲁道夫沙尔平咨
询公司组织 10多家德国企业 19次来
许考察对接。双方企业已签约合作项
目31个，其中大森机电并购德国GTA
公司建设高端机械设备工业园等10个
项目已落地。

按照许昌市打造全国重要创新高
地的“路线图”——

到 2020 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实现翻番，增加
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 50%；研
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
重超过2.5%；建成国家高新区、国家创
新型城市、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和全
国创新创业示范区，把许昌打造成为在
全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创新高地。到

“十三五”末，许昌将形成电力装备、新
能源汽车、再生金属及制品、生物医
药、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应用 5个千亿
级产业集群。

“创新驱动发展，人才赢得未来。”
张仕民说，下一步，许昌市科技部门将
紧紧围绕全市发展大局，进一步凸显科
技在发展中的“新引擎”“发动机”作用，
着力培育一批创新引领型企业、打造最
佳科技创新平台，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发
展驱动力，走好创新驱动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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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实施科技创新和人才强市战略

许昌：高扬科技之旗 打造创新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