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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学院：

发起科技“征集令”剑指“卡脖子”难题

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创建中的“濮阳答卷”——

以知识产权支撑新旧动能转换

热点关注

行业聚焦

□本报记者 尹江勇

长期以来，创新能力不足和科技资源紧
缺严重制约了河南高质量发展，我省该如何
补上这些短板？8月 2１日，记者从省科技厅
获悉，近两年来，我省大力推进科技开放合
作，积极对接国内外知名高校院所及创新企
业，促成合作项目500余项，引进落地先进技
术成果 300余项，显著提升了我省企业的创
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

协同创新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过去，国际市场上的石油钻采输送软
管均由德、法两国生产。为了打破国外垄
断，在省重大科技专项支持下，我们与青岛
科技大学开展了联合攻关。”漯河利通液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洪亮告诉记者，
2017年，项目产品通过了国际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成功走向世界市场，今年预计出口创
汇可达1000万美元。

“要抓好‘四个一批’建设，提升科技创
新能力，积极推进开放合作、汇聚创新资源
是根本途径。”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夏
培臣介绍说，近年来，省科技厅把科技开放
合作作为科技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实施国家
国际科技合作专项、省重大科技专项和省科
技开放合作计划等为抓手，积极利用国内外
创新资源，围绕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开展协同
创新，有效激发了企业创新活力，提升了相
关产业核心竞争力。

据了解，焦作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与荷兰联合研发的连续自动
化生产高品质 NVP技术，使我省 NVP生产
工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焦作隆丰皮草企业
有限公司与西班牙合作研发的新型环保清
洁制革技术居于国际领先地位，已形成年产
1000万英尺生态皮革的生产能力。

开放式创新促产业升级壮大

郑州轻金属研究院与俄罗斯开展科技
合作，解决了镁合金“易腐蚀”的世界难题，
研制开发的“不锈”镁合金产品已应用于我
国航空产业；河南农业大学与吉尔吉斯斯坦
合作开展“面向中亚的肉品加工技术研发项
目”，开发出的鸡肉制品已占当地市场总额
一半以上，新增产值716.22万美元……

夏培臣介绍说，近年来，我省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
重，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有力推动了我
省优势技术“走出去”和产业化示范推广，促
进了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通过推动开放式创新，目前我省已经与
美国、英国、以色列、俄罗斯、白俄罗斯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清
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49家国内知名高校和
科研机构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推动国内外
创新资源加速向我省集聚。

其中，河南超威正效电源有限公司联合
德国企业共同研制出国际领先的EFB-Plus
铅酸蓄电池，显著减少废弃铅蓄电池对环境的
污染，提高了我省乃至全国蓄电池产业的减铅
技术水平；河南硅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中科
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合作，研制出的高性能
耐火电缆用材料破解了电缆防护材料耐火性
能的技术瓶颈，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

发挥“领头羊”作用
瞄准“卡脖子”难题

“公开征集我省重点产业‘卡脖子’难题一
个多月以来，我们已经收到78家企事业单位提
出的96项技术突破需求。”8月20日，省科学院
副院长雷廷宙告诉记者，目前，省科学院已经
跟52家技术需求单位进行了合作协议洽谈，与
平煤神马集团、濮阳惠成、濮阳宏业、亿万中原
等我省骨干支柱企业正式签订技术合作合同
21份，还有31家企业待签约。

如此旺盛的需求，反映出当前我省经济发
展中急需突破的一个“瓶颈”：近五年来，我省
制造业五大主导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发
展迅速。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矛盾依
然突出，高新技术产业占比偏低，不少企业增
长动力不足，产业创新能力不强。对此，按照
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部署，省委
省政府要求要持续打好转型发展攻坚战，深入
实施12个重点产业转型发展专项方案，加快培
育一批高技术、高成长、高税利产业，大力加快
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转型、增长动能转换，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河南省科学院是我省唯一的综合性自然
科学研究机构、省政府与中科院共建单位，也
是全国规模较大、科研开发实力较强的省级科
学院之一。雷廷宙表示：“作为河南科技创新

的‘领头羊’单位，省科学院有责任、有义务积
极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
议精神，充分发挥自身集聚国内外创新资源的
平台优势和人才优势，切实帮助全省重点支柱
产业和企业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和需求，全力助推我省重点支柱产业自主创新
能力提升，为推动河南高质量发展厚植科技支
撑。”

据他介绍，为进一步服务全省重点支柱企
业技术改造和升级，省科学院近期还向省内
420余家骨干企业发函征集技术需求，建立常
态化申报项目库，为集聚科技资源、凝练科研
主攻方向提供靶点和目标。

聚焦重点产业领域
发挥自身优势“破题”

本次卡脖子难题征集主要围绕智能终端
及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
绿色化工技术、新能源技术、食品制造与安全
技术、现代农业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技术、资
源高效利用与环境保护技术、智慧城市与数字
社会技术、现代服务技术等我省重点支柱产业
的共性关键技术需求来进行开展。

雷廷宙告诉记者，省科学院通过多年来科
研方向凝练和优势学科建设，目前全院共有16

家二级机构，公益性科研机构3家、改制科研机
构 9家、国有全资企业 4家。依托院系统单位
建有创新研究中心 23个，建设各类创新平台
60余个。“目前，我们在先进材料技术、新能源
技术、绿色化学化工技术、遥感与GIS技术、民
用非动力核技术、生物工程与药物技术、新一
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技术、食品安全技术等

学科领域，已经形成了明显的研发和转化优
势。”

据介绍，“十三五”以来，省科学院不断聚
焦产业共性关键技术难题需求，进一步整合全
院科技力量和资源，不断提高解决企业转型升
级中急需突破的难题的能力。

例如，高研中心科研团队成功破解了长期
困扰清洁压裂液的生产成本高、耐温性不足等
难题，在清洁压裂液制备技术方面也实现重大
突破，产品在大庆等油田应用后增产效果显
著。化学所科研团队研发的碳四碳五一步法
合成新型电子封装材料关键技术填补了多项
国内空白，开发出的新工艺可节约投资 50%、
减少能耗 30%、降低综合成本 20%以上，该成
果在濮阳惠成的成功转化，使濮阳惠成由一家
小微企业成长为主板上市公司。同位素所公
司科研团队研发出的系列高精度同位素测井
示踪剂新产品，应用遍及全国油田，市场占有
率接近80%，为我国油气增采增收提供了强力
技术支撑。物理所公司牵头成立的省农业大
数据应用产业技术研究院，冶金所公司与安钢
集团联合成立的河南省冶金产业技术研究院，
在运营模式、股权结构、人才引进、科研成果方
面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

高度整合科技资源
协同创新联合攻关

“根据我们发布的公告要求，可以采用技
术转让、委托开发、共同开发、共建实验室、共
建产学研基地或研发中心、共建经济实体等多
种方式，与征集对象开展合作。”雷廷宙说，其
目的就是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资源、采取一切
可以采取的形式服务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定期收集技术需求的基础上，省科学院
将梳理出若干制约我省重点支柱产业发展的
卡脖子难题，组织院系统单位和中科院系统与
企业对接，进行联合攻关。对不具有共性关键
特点的技术需求，将首先由院系统单位有针对
性的与企业对接沟通和评估，再组织院系统科
研团队攻关或邀请中科院专家联合攻关。

雷廷宙表示：“当前，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重要发展期，也是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
的战略机遇期，省科学院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
融入河南经济强省建设的大潮中去，全力促进
知识、技术、人才的全面流动，提升创新资源的
效率和效益，提高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水平，为
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本报记者 尹江勇 本报通讯员 张瑞

自 2014 年 9 月开始创建“国家知识产权
试点城市”以来，濮阳市共申请专利 6192件，
授权专利 4063件，呈现了快速增长的良好态
势；商标注册总量达到 9529件，其中包括中国
驰名商标 3件、河南省著名商标 131 件、中国
地理标志产品 2件；荣获省首届专利奖一等奖
1 项……近 4年来，濮阳全市知识产权创造能
力明显提高，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拥有量大幅提
升，为创建工作交出了一份令人信服的答卷。

“在创建工作带动下，知识产权已经成为
濮阳市创新发展的新动能，在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中发挥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濮阳市市长
宋殿宇介绍说，濮阳市创建“国家知识产权试
点城市”以来，超额完成了各项目标，企业知识
产权运用和专利技术产业化能力显著提升，经
济发展持续赶超，规模速度效益同步提升。
2017 年 生 产 总 值 完 成 1620.56 亿 元 ，增 长
8.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805.96.79 亿
元，增长 8.1%。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33.68
亿元，增长12.1%，高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平均
增速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知识产权一头连着创新，一头连着市场，
是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桥梁和
纽带，这是濮阳市创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
市’上上下下达成的共识。”副市长孙永振说，
为了通过知识产权将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紧
紧凝聚到创新发展之上，濮阳市实施“知识产
权五项工程”，给出了自己的“解题方法”——

解法一
实施知识产权产出促进工程

“5-降冰片烯-2,3-二甲酸酐生产方法”
获得河南省专利奖一等奖，填补了国内该领域
的产业化空白，专利产品有50%出口创汇……
这是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濮阳
市实施知识产权产出促进工程中取得的成效。

濮阳市通过实施产业集聚区知识产权专
项行动，启动“发明专利资助券”和发明专利
提升计划；开展专利导航及产业知识产权布
局计划，引导企业将专利战略、商标战略、标
准战略有机结合；指导濮东产业集聚区、开发
区成功创建省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实验区；对
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省著名商标的、地理标志
的给予重奖，极大地提高了濮阳市自主知识

产权的质量和数量。
试点期间，濮阳市传统民间技艺和文化艺

术作品屡屡获奖，商标战略、标准战略成效突
出，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3项、河南省首届专利
奖一等奖 1 项，实现了发明专利创造、万人有
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双提升。

解法二
实施专利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

18项专利评估价值人民币 3051万元，获
得专利质押融资 1700万元，公司拥有的 39项
专利已有效转化 38项，2017年营业收入 4.98
亿元……这是迈奇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在濮阳
实施专利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中交出的答卷。

濮阳市围绕专利技术产业化试点主题重
点抓了5个环节：培育企业知识产权优势，为推
进专利技术产业化奠定基础；实施专利技术产
业化重大专项，促进专利技术产业化；认定专
利技术产业化示范企业，树立专利技术产业化
标杆；推进专利权质押融资，为专利技术产业
化提供资本支持；建设知识产权转化运用公共
服务平台，助推专利技术产业化。

试点期间，新增市级以上优势（培育）企业
（区域）37家（其中国家级4家、省级5家），累计
培育市级以上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区域）86家；
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专利产品销售额占企业年
总产值的比例达 85%以上。启动并实施专利
技术产业化重大专项16个，三年来共转化460

余项专利，新增专利产品销售收入20.5亿元。

解法三
实施知识产权综合保护工程

一是面向重点领域、专利市场，加大专利
行政执法力度，对专利违法案件速查速办，营
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二是多措并举，健全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率先在县（区）及 8
大产业集聚区建立了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分中
心。三是坚持纵横联合，强化执法协作,形成
打击专利侵权高压态势。试点期间，政府部
门全部实现软件“正版化”，知识产权行政执
法案件结案率实现 100%,专利执法工作居全
省前列。

解法四
实施知识产权科学管理工程

进一步加强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指导贝英
数控等 22家企业启动实施了知识产权“贯标”
工作，迈奇化学通过“贯标”认证，2家企业提交
认证申请；启动了专利托管试点，大大提高了
有效发明专利的维持率；强化科技项目知识产
权全过程管理，在24家企业开展了知识产权分
析评议试点。实施专利技术标准化计划项目5
项，推动关键专利技术形成标准。据不完全统
计，全市目前已形成企业标准 124项，行业标
准65项，参与制定国家标准7项。

解法五
实施知识产权环境优化工程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覆盖面广的宣传服务
活动；常年开展知识产权“五进”宣传服务活
动，提高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在全省率
先开展了中小学知识产权普及教育。

通过实施“321知识产权人才培育工程”，
面向政府领导、部门管理人员、企事业负责人
及研发人员，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知识产权
培训，培训各类人员2万余人次，已初步形成知
识产权人才梯次和竞争优势，为濮阳知识产权
事业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我省近两年来促成合作项目
500 余项，引进先进技术成
果300余项

扩大开放合作
补上创新短板

郑州机械研究所与乌克兰巴顿电焊研
究所等国际知名焊接机构合作

王复明院士在施工现场向国外专家介
绍地下基础设施非开挖技术情况

图为在省科学院实验室内工作的科研人员。目前省科学院建有创新研究中心23个，建设各类
创新平台60余个。

新华三集团在郑州建立的大数据中心。
我省通过加大推动开放合作，引进了一批国
内一流的创新型企业、创新型平台落户中原

作为河南科技创新的‘领头羊’单
位，省科学院有责任、有义务积极
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
委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自身
集聚国内外创新资源的平台优势
和人才优势，切实帮助全省重点
支柱产业和企业解决生产过程中
遇到的技术难题和需求。

雷廷宙
河南省科学院副院长

20.5
亿

三年来共转化 460
余项专利，新增专利
产品销售收入 20.5
亿元

6 月 27 日起，省科学院面向

全省各类企事业单位，公开征集我

省重点产业发展中急需突破的共

性关键技术需求。作为我省唯一

的综合性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响当

当的河南科技创新“领头羊”单位，

省科学院这次主动出击经济发展

主战场，将对我省重点支柱产业发

展带来哪些影响？将对我省科研

院所产生怎样的示范作用？

□本报记者 尹江勇

全市目前已形成企
业标准 124项，行业
标准 65 项，参与制
定国家标准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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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濮阳县海通乡东森产业园工作场景。 赵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