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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 25日至 27日，新乡市
成功举办了第一届高校院所河南科
技成果博览会（以下称“高博会”）。

大会邀请了 25位“两院”院士，
吸引了 36位来自美国、德国、乌克兰
等国的大学负责人和业界专家以及
近百位“双一流”高校的相关领导，还
有科研院所、知名企业负责人。

这是一场博览会，可它展出的不
是普通的商品，而是国内外高校院所
最前沿、最具代表性的科技成果以及
国内外知名大学高端前沿科技成
果。其间，共展出国内外高校、科研
院所及企业的各项科研成果1800余
项、科技产品 3000 余件，签约项目

140个，投资总额1285.8亿元。
通过高博会，新乡将先进的发

展理念和先进的科技成果融合进全
市主导产业发展，加速了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实现产业、高校、院所的
深度融合，提升了新乡市自主创新
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加快把新乡建
设成中部地区重要的科技成果转化
基地。

为加快推进协同创新创业，新乡
市搭建各类平台促进合作交流。先
后组织开展了省育成中心组织的

“走进中科院”（合肥）科技成果推介
会、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
所牵头的首届灌溉农业绿色发展学

术研讨会等对外交流合作活动 60多
场次。

探索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的协同
创新创业新模式。全省首创科技协
同创新创业行动计划，发挥新乡高
校、科研院所较多的优势，推动产学
研用结合，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建立
由高校院所牵头、企业和社会力量参
与的科技协同创新创业中心。

目前已组建了机电装备、大健康
产业等 7个协同创新创业中心，协同
合作单位 200 余家（域外单位 60余
家），与国内外知名高校院所、龙头企
业互联互通，建立了长期稳固的产学
研合作关系。

统筹利用创新资源 协同合作创新创业

新乡科技创新能力较强、产业
基础雄厚，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获批，新乡成为郑洛新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黄金三角区”之一
角。两年来，新乡发挥优势，积极作
为，打造科技创新的战略高地、政策
高地、平台高地和人才高地，搭建产
业集聚集群创新发展的“吸铁石”，
积极建设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

为在全社会形成协同创新创业
的强大合力，新乡市委、市政府首先
从顶层设计开始，确立“一区四园”的
空间布局，以高新区为核心区，以平
原示范区、国家化学与物理电源产业
园、新东产业集聚区和大学科教园为
辐射区，突出各自特色，打造更多的

“单打冠军”。
同时，新乡市坚持每年一个“推

进计划”，围绕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
制定了自创区推进计划；坚持“自创
办周例会、分管市领导半月工作会
议、季度观摩点评会”的三会制度，有
效推进了创新谷、电波城建设等重点
工作。

新乡坚持从顶层推进重点项目
建设。今年全市生物育种中心等 8
个重点工程列入了省市自创区共同
推进计划，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推
进重点工程的建设工作，多次组织召
开专题推进会，并建立了例会和工作
台账等制度，专项推进工作进展。

目前，新乡创新谷项目正在进行
空间规划的修改和完善；新乡创新创

业中心建设方案已经获批，工程正在
招标；国家863新乡科技产业园综合
楼装配式建筑 1栋已封顶；新松机器
人产业园正在进行基础土方回填工
作。

新乡市市长王登喜表示，新乡正
在抓紧实施“牧野英才”“名校英才”

“牧野工匠”三年行动计划，细化配套
出台中原学者科学家工作室、河南省
院士工作站奖补、科技顾问等一系列
文件，已初步构架起全市创新领军型
人才政策的四梁八柱。目前已引进
白俄罗斯鲍里斯院士团队组建全省
第一家杰出外籍科学家工作室，柔性
引进 5名院士在新乡组建院士工作
站，引进中科院“百人计划”余国营等
一批领军型科技人才。

弘扬创新文化 优化创新创业生态

“制造”+“智造”创新步伐疾

2018年11月13日 星期二

组版编辑 王恒昀 薛迎辉 沈剑奇 美编 单莉伟

—— 新乡篇 ——

围绕转型发展
加快改革创新
——访新乡市市长王登喜

“新乡要在谱写中原更加出彩
新篇章中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
大贡献，就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
根本方向，围绕转型发展，着力深
化并加快改革开放创新。”近日，
新乡市市长王登喜在接受专访时
表示。

王登喜说，新乡市委提出加快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围绕动力电池
与电动车、生物与新医药、电子信
息等重点产业，迅速壮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以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建设为抓手，深入推进创新驱
动发展，努力打造一批“国字号”

“省字头”创新平台；以郑新深度融
合为抓手，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
进一步加强与郑州市的产业对接，
做好功能互补；以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为抓手，持续深化改革开放，让
一流的营商环境成为新乡的新标
识；以“一县十乡（镇）百村”示范工
程为抓手，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以落实三年行动计划为抓手，

打好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
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王登喜认为，圆满完成各项目
标任务，需要全市上下强力攻坚、
全力冲刺。为此要重点抓好以下
几项工作。一是持续壮大发展规
模。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
济上，坚持优化存量与扩充增量并
举，推进经济发展行稳致远。二是
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坚持质量
第一、效益优先，举龙头、立支柱、
铸品牌、强载体，持续提高产业高
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水
平，推进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三是推进区域协
调发展。以“三带三区两城十镇”
为抓手，以郑新深度融合为重点，
大力推进郑新一体化进程。四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进乡
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
个振兴”。五是持续改善生态环
境。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加快构建森林、湿地、
流域、农田、城市五大生态体系。
六是严控化解各类风险。七是持
续推进改革开放。深化重点领域
改革、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八是切
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优先发展教
育事业、持续提高就业质量、健全
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健康新乡建
设、推动文化发展繁荣、推动社会
治理创新，全面完成省市承诺办理
的 实 事 。九 是 强 化 政 府 自 身 建
设。坚持以全面从严治党带动全
面从严治政，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
水平，建设人民满意政府。

王登喜强调，近几年来，我们
观势、借势、驭势，围绕转型发展，
加快改革创新，发展动能持续增
强，把握了发展的主动权，通过大
力开展环境治理、扎实推进脱贫攻
坚，群众的幸福感不断提升。实践
证明，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当下，
只要我们紧盯目标，持之以恒，埋
头苦干，一定能够迎来更美好的明
天。③5

10月 15日，河南省首家国家级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中国（新乡）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获批建设。这意味
着，新乡将开启专利快速审查的绿色
通道，极大地缩短专利授权周期。

新乡是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近年来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稳步增
长。2017年，全市专利申请量达8995
件，居全省前列。在2016年、2017年
的专利行政执法绩效考核中，连续两
年排名全省第一，在全国副省级城市
及地级市中分别列第17名和第16名。

为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新
乡市多措并举弘扬创新文化。同时，
通过深入开展知识产权强企培育工
作，鼓励知识产权运用，培育国家级知
识产权示范企业1家、优势企业1家；
省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6家；市级知识
产权示范企业2家、优势企业17家。

在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同

时，新乡市不断优化全市的创新创业
生态，从而让更多科技成果走出“深
闺”。2016～2017年，新乡进行了新
型科技创新券试点，主要针对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服务领域，激发企业在这
些方面的创新需求。经过两年试点，
总价值3000万元的科技创新券已发
放完毕，“撬动”了成交总额约12亿元
的技术转移和科技咨询服务。

同时，新乡市正在建设科技成果数
据库，计划今年建成、分级公开。国家
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将在数据库基础上，
建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公共服务平台。

该市还加强科技与金融的融
合。今年，新乡获批河南省促进科技
与 金 融 结 合 试 点 城 市（全 省 共 6
家）。设立了新乡中鼎平原科技成
果转化基金，基金总规模 5
亿 元 ，首 期 规

模1亿元。
通过不断优化科技创新环境，促

进新乡市技术交易市场繁荣发展。
截至目前，今年全市实现技术合同认
定登记151项，合同交易额33735.83
万元，同比增长88.12%。

新乡市委书记张国伟表示，郑洛
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不是一个“金
奖杯”，只是一张“入场券”。新乡要
加快产业发展，必须持续坚持创新发
展战略，用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这
块“金字招牌”，以科技协同、创新创
业为抓手，把新乡市建成自主创新的
先导区、产业升级的示范区、创新创
业的生态区，从而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为新乡的发展注入活力。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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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们观势、借势、
驭势，围绕转型发展，加
快改革创新，发展动能持
续增强，把握了发展的主
动权，通过大力开展环境
治理、扎实推进脱贫攻
坚，群众的幸福感不断提
升。实践证明，在机遇与
挑战并存的当下，只要我
们紧盯目标，持之以恒，
埋头苦干，一定能够迎来
更美好的明天。

今年 10 月 20 日，我国

自主研制的大型水陆两栖

飞机“鲲龙”AG600圆满完

成水上首飞。值得自豪的

是，这款飞机上有许多部件

是“新乡制造”——32 项产

品由新乡航空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新航集团）研

发生产。

事实上，无论是“神舟”

飞天 、“天宫”奔月，还是首

架国产大飞机成功“远行”、

辽宁号航母乘风出海，还是

世界首支甲型H1N1流感病

毒裂解疫苗问世，这些让国

人瞩目和自豪的时刻，“新乡

制造”和“新乡智造”的智慧

和力量都不曾缺席。

加强顶层设计规划 推动自创区建设持续加力

中国电波科技城

河南科技学院生命科技学院副
院长茹振钢在查看矮抗58小麦长势。

新认定市级众创空间1家、市级孵化器2家

省级星创天地3家

我市各类孵化载体总量达到25家

数读2018新乡科技创新

已完成三批高企申报，共申报87家

备案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39家

累计引进

省级创新型科技团队47个

中原学者3人

省级科技创新人才9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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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高水平创新人才和团队40余支

专利总申请量9011件

专利授权总量5079件

其中 发明专利申请2417件

其中 发明专利授权526件

在科隆集团创客空间，工作人
员在展示生产线专用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