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士专家支招南阳发展

最亲是乡音，

最浓是乡情。 四

月 的 南 阳 春 意 盎

然、生机勃勃，4月

3日至 4日，应南阳

市委、市政府盛邀，

126 位从南阳走出

去的优秀人才回到

家乡，参加首届南

阳籍院士专家故乡

行活动，共谋发展

大计。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

电子商务是南阳近年来发展势头
最迅猛的新兴产业，2017 年，南阳市
将电子商务列入全市“九大专项”重点
专题，电商产业链条不断完善、体量增
速喜人。全市电商交易额从 2013 年
的 3.2 亿元起步，2017 年实现 665 亿
元，2018年实现 1380亿元，近五年平
均增速超过 70%。2018年，南阳电商
企业全年纳税17.77亿元，电商产业已
经成为南阳优势主导产业和税收增长
的活力源泉，成为企业转型发展、创新
创业的加速器。

4月 4日下午，现代电子商务论坛
作为首届南阳籍院士专家故乡行活动
的压轴好戏正式举行。在活动开始
前，来自国内电商领域的专家和电商

企业“大咖”，先后来到南阳新经济产
业园、各县区电商产业园等专业园区，
与南阳电商企业近距离交流。

在论坛上，电商专家们紧扣南阳
电商产业的发展态势和存在问题提
出真知灼见，讨论气氛热烈。扬州大
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商
务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特聘专
家、江苏省现代商务数据研究院副
院长高功步表示，南阳拥有丰富的
物质和人才资源，应该找准在国内
电商领域的定位，有针对性培育品
牌和人才，增强内生动力；郑州大学
电子商务系主任赵亮说，南阳电商总
体量在全省是第三，但和龙头郑州的
差距依然巨大，而且南阳电商产业结
构是“两少两多”，即资金流入少、产
品输出少，网上购买多、对外贡献多，

发展结构亟待调整；中原工学院物流
管理与工程国际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孙学军建议，南阳应加快特色产品仓
储、物流体系建设，抓住生鲜电商风
口，运用信息赋能思维架设农副产
品、旅游电商大数据平台，为三产融
合带来突破。

“万物联网是社会经济转型发展
的重要动力，国内电商专家们的建
议，丰富了我们的思路、开阔了我们
的视野，南阳电子商务发展路径今后
将更加精准、有特色。”南阳市商务局
负责人叶挺硕表示，当前，围绕建设
具有较强吸纳集聚能力和重要影响
力的大城市这一目标定位，南阳电商
产业将以此次高端论坛为契机，广泛
开展对外合作，紧抓机遇走出特色发
展之路。

南阳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古
有张衡、张仲景、诸葛亮、范蠡等光
耀史册，近有彭雪枫、冯友兰、二月
河等名人辈出。先后走出了 19名
院士，占河南省院士人数的三分之
一，是“河南省院士之乡”。珍贵的
人才资源成为南阳发展的宝库。

今天南阳经济社会发展站在
新起点上。2018年，全市生产总值
3566.77亿元，同比增长 7.2%，总量
全省第三。继省委十届四次全会
把南阳定位为重要区域中心城市
之后，省委十届七次全会又把南阳
与郑州、洛阳并列为全省三大城
市。此时，南阳渴盼人才的呼声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涨。

为集中搭建乡情引才聚才平
台，促进人才项目合作对接，着力
集聚一批高层次人才和团队，为南
阳建设具有较强吸纳集聚能力和
重要影响力的大城市提供强劲的
人才智力支撑，南阳于 4 月 3 日至
4日举办首届南阳籍院士专家故乡
行活动。这是南阳市近年来第一
次以市委、市政府名义举办的高规
格乡情引才聚才活动，也是贯彻落
实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南阳高质量
发展的具体行动。

在 4 月 3 日举行的恳谈会上，
南阳市委、市政府聘请 38 位院士
专家为“南阳市发展智库专家”,23
位金融领域专家为“南阳市金融智
库专家”,13 位先进制造业领域专

家为“南阳市先进制造业智库专
家”,16位光电领域专家为“南阳市
光电产业智库专家”,16 位电子商
务领域专家为“南阳市电子商务智
库专家”,16 位高等教育领域专家
为“南阳市高等教育智库专家”,4
位医疗卫生领域专家为“南阳市医
疗 卫 生 智 库 专 家 ”，并 颁 发 了 证
书。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
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光谦、张国
伟、张清杰，改革先锋荣誉获得者、
王码五笔字型汉字输入法发明者
王永民等先后围绕家乡建设，热情
建言献策。

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介绍，当
前南阳围绕“建设具有较强吸纳集
聚能力和重要影响力的大城市”的
定位，强力实施项目建设、科技创
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两轮两
翼”战略，重抓重推建设先进制造
业强市、建设中原创新创业活力城
等九个重大专项，着力以党的建设
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当
前的南阳正处在蓄势待发、精彩蝶
变的关键阶段，即将展开新时代转
型跨越发展的美好画卷。迫切需
要从南阳走出去的各位院士专家
积极投身家乡发展、参与家乡建
设，为家乡牵线搭桥、引资引智，不
断增强南阳发展的竞争力、吸引
力，共同努力把南阳打造为创新创
业的高地、人才聚集的宝地、互利
共赢的福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

现代金融是城市活力的风向
标，也是实体经济的活力源泉。近年
来，南阳市委、市政府力推现代金融
体系建设，作为该市战略崛起“两轮
两翼”的重要一翼。至 2018 年末，南
阳市共有各类银行类金融机构 20家，
是股份制银行和其他域外金融机构
进驻最多的省辖市之一；共有省级保
险机构 1 家，市级保险机构 55 家，各
类保险分支机构 754 家，数量居全省
第一位。南阳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
4098.29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2344.21
亿元，存贷款余额位列全省第三位，
金融业总产值 138.96 亿元，占全市

GDP 比重为 3.9%，比上年提高 0.15
个百分点。

在此次首届南阳籍院士专家故乡
行活动中，现代金融论坛作为重点环
节首先登场。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国
金证券、中原银行等部门和机构的专
家学者，围绕化解金融行业风险、如何
利用金融手段推动大城市建设、资本
市场的形势与机遇，进行专题报告和
讲解，为南阳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2017 年以来，南阳市进行高位谋划，
把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列入中长期发
展规划。在全市机构改革工作中，南
阳率先成立金融工作局作为政府组成
部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巡视员王
宇在主题演讲中，以国家深化金融改

革为导向，为地方政府防控金融风险
隐患提出指导性意见；国金证券总裁
助理任鹏就多层次资本市场特征、科
创板筹备情况，运用详实的数字和例
证，与南阳上市企业和拟上市后备企
业负责人交流互动。

当天的活动中，中原银行与南阳
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计划在未
来五年内综合授信300亿元，为南阳开
展重点项目、基础设施、先进制造业、高
铁片区和文旅产业建设提供金融支
持。中原银行副行长周丽涛在论坛上
就此进行讲解，详细介绍了中原银行如
何将自身发展战略融入地方经济建设，
以及通过金融手段推动南阳大城市发
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曾倩

以创新之思引领前行，以得力保障
厚植沃土。近年来，南阳先进制造业得
到长足发展。2018年全市先进制造业
实现增加值397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比重由2017年初的36%提
升到 48%，增长 12个百分点。全年装
备制造、食品加工、纺织服装三个主导产
业规模分别达到 650亿元、610亿元、
400亿元，新能源、新材料、光电信息、生
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在先进制造业论坛会上，各专家
在学术领域和南阳先进制造业未来发
展趋势方面指点迷津，传经送宝。高
智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苏

清新以“智能制造新机遇”为主题，深
入分析了智能制造的特点、核心技术
以及智能制造带来的变革和新机遇；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民品部主任李
宗樵以“百亿光电梦，南阳新引擎”为
题，紧密结合具体实际，勾画了南阳光
电产业发展的新蓝图；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
员王金照详细解读了我国的产业发展
趋势，对南阳参与重大工程、培育优势
产业进行了谋划和畅想。

在南阳市先进制造业领域院士专
家座谈会上，院士专家们围绕南阳市先
进制造业的发展，针对有关制造企业的
发展困惑等,畅所欲言，出谋划策，并与
乐凯华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代
表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沟通。他们的

发言视野宽广，针对性强，重点突出，内
涵丰富，见解独到。院士专家们认为，
南阳的先进制造业在今后的转型发展
中，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重视自主创
新，强化产业培育，加大人才团队的培
养和引进力度，加强与大专院校、科研
院所合作，通过产品研发、技术交流等
多种方式，实现互利共赢。

在南阳传统产业延伸产业链、高端
制造业智能化、工业与服务业融合发
展、产学研结合创新等方面，各位院士
专家的真知灼见，将帮助南阳进一步
提升发展质量，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南阳市将充分吸纳院士专家
们的意见和建议，研究制定出符合南
阳先进制造业发展实际的措施，推动南
阳先进制造业做大做强、快速发展。

广纳英才
诸葛躬耕地再添人才支撑

打造区域金融中心 助推高质量发展

汇智聚力 助力先进制造业升级

发展光电产业 推进智能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

为电商业开“药方”：重在调结构保特色

借智借力 助力南阳高质量发展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曾倩

南阳作为全国三大光学冷加工基
地之一，拥有光电产业相关企业 200
余家，产业链从光学元件、组件延伸到
整机，以中光学集团为龙头，孕育出森
霸电子、凯鑫光电、英锐光电等一批骨
干企业；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产业产值
逐年增长。近年来，南阳市委、市政府
把光电产业作为优先发展和重点推进
的战略性主导产业，依托区位、政策优
势，集中精力打好“园区建设+龙头企

业+营商环境”组合拳，推动光电产业
实现高质量发展，开展合作的空间巨
大，前景广阔。

在首届南阳籍院士专家故乡行
活动中举行的光电产业座谈会和论
坛，处处洋溢着浓厚的学术氛围和专
业气息。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家骐、
中国工程院院士姜会林分别作《长
春光机所与光学工程》《中国光电产
业发展前景展望》报告，星典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吴允中，天津南开大
学物理科学学院教授、应用光电技术
研究室主任孙军分别作《半导体芯片

材料制成》《光电产业发展若干案例
的启示》报告。各院士专家的精彩专
题报告，既有高屋建瓴的政策研究解
读，又有高瞻远瞩的产业趋势分析；
既有深邃严谨的科学理论思辨，又有
具体详实的技术工艺展示，思想的火
花频频闪现，智慧的光芒格外耀眼。
这些光电产业创新发展的新思路、新
方法为南阳市光电产业发展明晰了
思路、指明了方向，将会给南阳市的
光电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注入新的活
力，促进和加快南阳市光电产业发展
再上新台阶。

两天时间不长，但南阳的工厂车
间、企业研发中心、学校校园处处留下
了专家院士的足迹。他们结合自己的
专业领域，分头考察了南阳市的智能制
造、基础建设、食品加工、新能源、新材
料、大数据、农业、通信、光电、环保、医
药、电商、金融等多个产业企业。通过
实地考察，院士专家们深切感受到南阳
近年来的发展变化，他们将思乡之情转
化为助乡之举，对科技研发、人才交流
培养、资金技术投入、战略咨询服务等
领域提出了建议意见。通过沟通对接、
深入协商，50个合作项目也在活动期间
签约。这其中包括南阳市人民政府与
西南政法大学的校地合作项目、南阳市
人民政府与武汉理工大学的战略合作
项目、南阳市人民政府与中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战略合作项目、南阳市人民政
府与蚂蚁金服集团的“普惠金融”及“智
慧县域”合作项目、南阳市科技局与武
汉理工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站项
目等。

在此次活动中，南阳市还举办了现
代金融论坛、先进制造业论坛、电子商
务论坛、光电产业论坛等高端论坛。论
坛中，名家大师，济济一堂，发表真知灼
见，碰撞智慧火花。在座听众豁然开

朗，进一步明确了方向、提振了信心、燃
起了干事创业的昂扬斗志。

近年来，南阳人才工作取得了长
足发展，但高端装备制造、智能制造、
现代金融等重点领域仍急需紧缺人
才。此次，活动还特别举办了先进制
造业领域专家座谈会、电商领域专家
座谈会、金融领域专家座谈会等专题
会议，院士专家有针对性地答疑解惑、
出谋划策。

据了解，近年来南阳市努力打造科
技创新中心和人才高地。2018年 2月
6 日，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全市科技创
新暨人才工作会议，出台了“诸葛英才
计划”，配套制定了 16个实施细则，形
成了“1+16”的政策体系，含金量十足，
对人才的支持力度前所未有，以更加
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
广聚天下英才。“诸葛英才计划”实施
一年来，南阳市着力打造聚才“强磁

场”，开辟引才“快车道”，搭建用才“大
平台”，营造优才“好生态”。全市新吸
纳产业领军人才（团队）7个、科技创新
人才 17人、博士（副高）以上其他高层
次人才 84 人、急需紧缺人才 4222 人；
新增柔性合作“两院”院士 12人、国家

“千人计划”等高层次专家 32人；新入
选国家“万人计划”专家 2人、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人、省“中原千
人”专家 4人；新建院士工作站 5家、国
家企业技术中心 1家、省级工程研究中
心 3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4家、
高新技术企业 53家，引进、培育人才数
量及科技创新平台规模有了历史性突
破。南阳大地呈现出群英荟萃、蓬勃
发展的大好局面，科技创新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贡献率已达到了 57%，国家
创新试点城市顺利通过验收，人才已
经成为推动南阳高质量发展、建设具
有较强吸纳集聚能力和重要影响力的
大城市的源头活水和磅礴力量！

南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吕挺琳表
示，南阳将借助院士专家故乡行活动，
吸引更多南阳籍院士专家智力回哺家
乡，加快破解南阳在人才规模、结构、质
量等方面的问题，争取新一轮“人才争
夺战”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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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老乡 回故乡 建家乡
——首届南阳籍院士专家故乡行纪实

院士专家项目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院士专家深入企业调研

首届南阳籍院士专家故乡行隆重举行

（摄影：崔培林 司马连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