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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 打造根深叶茂“院士经济”
——“2019科技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院士洛阳行”活动综述

一场“超强大脑”的会聚，为

洛阳新旧动能转换、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把脉问诊”、开方献策；

一场“一对一”精准对接，助

力洛阳产业企业转型升级、持续

壮大“院士经济”；

一场“高端思想”的碰撞，以

最新前沿科技，在千年古都刮起

了一场企业创新发展的“头脑风

暴”。

6月 20日至 21日，“2019科

技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院士

洛阳行”（简称“2019 院士洛阳

行”）成功举行。

“2019 院士洛阳行”活动由

中国工程院一局、中国科学院科

技促进发展局、省科技厅、洛阳市

政府共同举办。

来自中国科学院的院士陈俊

武、闻邦椿、宋振骐、雒建斌、杨德

仁，中国工程院的院士胡正寰、段

正澄、顾国彪、石学敏、桑凤亭、李

国杰、尹伟伦、陈学庚、桂卫华、任

辉启、樊会涛，以及国际宇航科学

院院士杨俊华、欧洲科学院院士

李勇等40余名院士、专家齐聚洛

阳，出席了相关活动并发表了真

知灼见。

“民营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主体，科技创新是促进

民营经济的重要支撑。”副省长戴

柏华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洛阳

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工业基础

雄厚，科技实力突出，是河南创新

资源比较集中、创新体系比较完

备、创新活动比较丰富、创新成果

比较显著的城市。在先进装备制

造、新材料等产业领域，拥有明显

优势。这次院士洛阳行活动的成

功举办，必将对洛阳乃至河南加

快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科

技创新产生有力推动作用。

近年来，洛阳肩负着建设国

家区域性中心城市、中原城市群

副中心城市的重要任务，迎来了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自由贸易

试验区、中国制造 2025、促进中

部崛起等一系列重大机遇。

“对洛阳来说，这无疑是洛阳

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又一场‘及

时雨’。”洛阳市市长刘宛康在致辞

中表示，洛阳按照新的发展理念，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

与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的战略

合作，积极推动产业转型、经济高

质量发展。今年洛阳再次邀请各

位院士、专家走进洛阳、走进企业，

为科技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开方抓药、出谋划策。

据洛阳市科技局负责同志介

绍，本次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注重实效”，不仅邀请院士、专

家分成新材料组和先进装备制造

组，实地调研企业技术改造、产品

创新等情况，举行院士企业座谈

会，院士、专家同洛阳300余家科

技企业的负责人围绕技术突破、

合作需求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交

流，还举办了院士论坛、院士企业

“一对一”精准对接等活动。另

外，全省 18个省辖市的科技局负

责同志也观摩参加了相关活动。

“我们通过与各位院士、专家

开展多领域、深层次的合作交流，

依托洛阳产业优势，借助院士、专

家的‘超强大脑’，加快推进洛阳

高质量发展的步伐，让洛阳这座

老工业基地焕发出新的青春和活

力。”洛阳市副市长贺敏说。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张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
步之魂。

“为什么这么多院士愿意来洛阳？”在6
月 20日举行的院士座谈会上，国际宇航科
学院院士杨俊华表示，“我来洛阳次数不
多，但每次感受都很深。我觉得洛阳创造
了一个很好的环境。”此次院士行活动，这
么多院士愿意来，说明我们的环境非常有
吸引力。没有好的环境，引不来高端人才。

“2019院士洛阳行”，是继去年成功举
办“2018聚力产业创新院士洛阳行”活动之
后，洛阳市举办的第二届院士大型对接交流
活动，受到两院院士及社会各界高度评价。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副局长赵
千钧说，洛阳是全国重要的科技研发基地
和国家新材料产业、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
产业基地，工业基础雄厚，科研实力较强，

产业优势突出。特别是近年来，洛阳持续
深化“9+2”工作布局，抢抓自创区、自贸区
等国家战略机遇，着力打通“四个通道”，促
进“四链融合”，科技创新支撑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

“本次活动是在全球创新版图重构、经
济结构重塑等大背景下，我们联合组织院士
群体融入地方，走进洛阳实际考察企业、座
谈研讨，把脉问诊、开方献策，希望能为洛阳
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增加产业核心科技供
给，实现高质量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赵千钧
表示，在巩固与洛阳良好合作的基础上，进
一步深化院地合作，拓宽领域，实现高起点、
多领域、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使更多科技
人员在洛阳发挥作用，更多的科技成果在洛
阳转移转化。

樊会涛院士表示，洛阳持续成功举办

“院士洛阳行”活动，正是看到了新时代“院
士经济”的特殊作用。

“我很愿意到洛阳来，因为希望找到技
术对接。”胡正寰院士说，当前我们团队开
发的新技术，与洛阳许多企业都相当契合，
并已和当地企业进行对接，基本达成协议，
希望能够在洛阳早日落地。

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副主任焦栋
说，洛阳市组织院士、专家实地调研，近距离
感受洛阳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域创新发展
的最新成效，调研的这些企业立足发挥洛阳
优势，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致力于攻克行业
发展的关键技术，取得了很多开创性的成果，
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优秀代表。本次活动也
为中国工程院进一步深入了解洛阳开启了新
途径，成为深化院地科技合作、促进产学研深
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良好契机。

40多名院士、专家深入企业调研，与企
业家面对面座谈，“一对一”对接产需，成为

“2019院士洛阳行”一大亮点。
6月 20日，院士、专家分两组深入到中

铝洛阳铜加工有限公司、洛阳金鹭硬质合金
工具有限公司、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河
南智能农机创新中心、洛阳兰迪玻璃机器股
份有限公司、洛阳古城机械有限公司等工业
企业、研发机构，调研企业技术改造、产品创
新等工作，为企业发展建言献策。

近年来，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高质量
发展的骄人成绩令院士、专家刮目相看。他
们鼓励企业加快研发进度，攻克一批“卡脖
子”技术，加快高铁轴箱轴承国产化进程。

“你们的企业创新做得好，这里的产品
属于高附加值产品。”在洛阳兰迪玻璃机器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院士宋振骐在
点赞企业的同时，建议企业切实注重相关
专利的保护措施，积极开拓国际相关领
域。在洛阳金鹭硬质合金工具有限公司，

院士、专家建议企业持续推进技术改造，将
科技研发与行业需求结合起来，用技术创
新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调研一结束，当天下午，分别针对新材
料、先进装备制造产业的两场院士企业座
谈会同时举行。洛阳 300余家科技企业负
责人与院士、专家面对面交流，就技术突
破、合作需求、转型升级、产业发展等问题
深入探讨。

“在当前形势下，洛阳应如何发展？”雒
建斌院士认为，首先要补齐短板，实现提
升。其次要正视困难，发现机遇，只要在发
展中抓住主流，抓住关键点，就有实现飞速
发展的可能。洛阳基础良好，产业门类多，
当下需要认真梳理和科学规划，结合新形
势，实现新升级。

李国杰院士表示，在创新方面，洛阳要
坚持“两条腿走路”，自身研发和引进再创
新，一个都不能少。建议政府机构要有更
大包容度，在相关考核上建立科学的试错

机制，这样才能加速创新步伐。
任辉启院士表示，培育创新人员是最

重要的环节。洛阳要进一步推进理念创
新，积极培养优秀人才。在创新路径方面，
消化吸收再创新是洛阳必须坚持的创新之
路。在相关机制上，洛阳应积极创新，比如
将有实力的大企业整合起来，建立一个跨
领域的高级别实验室，推进更多的研究成
果落地转化。

樊会涛院士表示，洛阳要发展，航天产业
是一个重要抓手。当前要抓住机遇，找到与
洛阳的结合点，从通用航空入手，提早布局。
此外，洛阳应发挥轴承产业优势，依托国家相
关重大专项等机遇，支持洛阳轴承发展。

杨德仁院士说：“我从事半导体硅材料
研究，研究方向与洛阳新材料产业联系紧
密，与重点打造的‘五强六新五特’现代产
业体系密切相关。希望未来更多地加强技
术交流与合作，期待为洛阳企业添砖加瓦，
推动老工业基地‘老树发新芽’。”

6月 21日上午，“2019院士洛阳行”举
行院士论坛。院士、专家围绕各自研究领
域发表主题演讲，展示了行业创新前沿大
趋势，并为洛阳创新发展建言献策。

院士、专家结合洛阳产业发展实际，围
绕智能制造、深地空间综合利用、航空产
业、大健康产业等发表真知灼见，提出了富
有前瞻性、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帮助企业
更好地把握当前产业创新趋势，为洛阳探
索动能转换路径、破解高质量发展难题开
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院士、专家的精辟
论述和分析，不时引起阵阵掌声。

李国杰院士认为，当前在智能制造领
域，相关人员都把眼睛盯在“智能”上，都在

比谁更智能。但智能制造的核心为制造，
其目标是实现个性化、柔性化、高质量、低
能耗的制造，而不是追求机器像人一样有

“智能”。在发展智能制造方面，应该与当
前我国推行的精益化、自动化、数字化、网
络化等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针对企业痛
点问题，提升竞争力。

任辉启院士认为，建设深地创新研究
中心，有利于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当
前我国资源枯竭地区地下空间资源非常丰
富，这些地下空间总体处于闲置荒废状
态。开展关闭矿井地下空间和资源综合利
用工程示范，对振兴资源枯竭地区经济具
有重大现实意义。

樊会涛院士团队核心成员、中国空空
导弹研究院副总设计师张蓬蓬介绍，洛阳
拥有很多知名航空企业、科研院所，发展通
用航空可以催生上游产业航空领域科技创
新，并带动先进制造、自动控制、电子信息
等关联产业发展。洛阳可以以“通航+”促
进多产业融合，实现通用航空产业与旅游、
制造、物流等相关产业协同发展。

李勇院士介绍，从全世界范围看，旅游
医疗已成为一个大的产业领域。作为旅游
城市，洛阳可以发挥资源优势，瞄准慢性病
康复的产业空白，支持医疗机构发展慢性
病康复服务，带动旅游、交通、住宿等配套
服务提升。

连续两年举办“院士洛阳行”，组织院
士、专家深入企业调研，为企业转型发展

“开方抓药”，为技术创新“点石成金”；
柔性引进院士及院士团队，在地方建

立院士工作站等创新平台与企业开展产学
研合作；

聘请院士作为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顾
问，通过合作研发、成果转化、咨询顾问、学术
交流等灵活多样的形式服务地方企业……

洛阳探寻的技术创新、产业合作、平台
建设、人才培养等院地合作新模式，致力打
造的“院士经济”，为洛阳高质量发展注入
了新动力。

“2018院士洛阳行”，洛阳市认真梳理
院地合作意向，大力推进院士合作项目落
地。截至目前，44项院士合作项目顺利实
施，其中研发合作 40项、平台建设 2项、研
究院建设2项，合作“两院”院士33位。

“2019院士洛阳行”，围绕产业转型和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洛阳市发布了全市
民营科技企业在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产
业领域的技术合作需求 199项，现场签署
院士合作项目9项。

引进一位院士、专家，带来一个创新团
队，落地一批创新项目，助力众多中小企业
突破“创新屏障”。洛阳市科技局坚持“不
为我有，但为我用”思想，认真梳理企业技
术需求，帮助企业逐项对接“对症下药”，促
成院士与企业牵手合作，助力企业实现“借
脑”发展。据悉，目前洛阳市 37个河南省
院士工作站主要依托企业、高校建立，建站
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达 85%以上，实
现了科技创新与人才引进的强强联合。

“院士经济”蓬勃兴起，离不开优质的创
新生态环境。洛阳市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
制改革，出台有力的政策措施，着力打造中
西部地区人才高地。该市鼓励和支持企业、
科研院所和高校建立院士工作站等研发机

构，柔性引进院士等高端智力资源，对建站
成功的，洛阳市财政分别一次性给予院士工
作站15万元奖励。对引进培养的“两院”院
士等市级以上高层次人才分类发放“河洛英
才卡”，持卡人可享受社保、公积金、住房、教
育、旅游、医疗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围绕做好“2019院士洛阳行”后半篇文
章，洛阳市将发力推动项目实现突破，发力
推动更多的科研成果在洛阳接地转化，早
出成果、早见效益。

洛阳市委、市政府将打造国内一流的
营商环境，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保障，为来
洛院士、专家当好“勤务员”，为项目的实
施、企业的发展跑好腿服好务，当好“店小
二”，让院士、专家在洛阳工作安心、生活舒
心、创业专心。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相信洛阳的“院士经济”一定会根深叶茂，
结出丰硕果实。

■“为什么院士愿到洛阳来？”院士专家点赞“2019院士洛阳行”

■ 深入调研精准“把脉”，推动老工业基地“老树发新芽”

■“院士论坛”汇聚智慧，“点亮”洛阳创新之路

■ 接续做好“后半篇文章”，让“院士经济”根深叶茂

院士论坛

签约仪式

院士触摸隔热展示柜

院士们参观洛阳LYC特大型轴承事业部

院士在智能拖拉机厂观看“超级拖拉机一号”

在中铝洛铜，院士们驻足观看新材料产品

2019科技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院士洛阳行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