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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30日，在位于洛阳高新

区的格力电器中央空调智能制

造基地施工现场，吊车、工人正

合奏着建设奏鸣曲，不久，带有

洛阳制造印记的格力空调就将

问世；在银隆（洛阳）新能源汽车

基地的车间内，崭新的牡丹红

“海豚公交车”正在试产，将为洛

阳制造业转型升级写下浓重一

笔。

银隆、格力两个项目快速推

进的背后，是洛阳市委、市政府

加快推进洛阳高新区、郑洛新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河南自贸试

验区“三区融合”，以高水平开放

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

洛阳高新区叠加郑洛新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河南自贸试

验区，给老工业基地洛阳的转型

发展、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

重大机遇，赋予了新的历史使

命。

“要坚持开放创新引领，推

进‘三区’叠加融合，打造功能叠

加、动能强劲、活力迸发、特色彰

显的开放创新发展高地，着力实

现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洛阳

市委书记李亚表示。

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
之路。

7 月 11 日 举 行 的 全 国 自
贸片区创新联盟制度创新对
接大会，发布了首批 35 项典
型创新案例，其中洛阳片区入
选 2 项，实现河南自贸试验区
创新案例在全国复制推广“零
的突破”。

近年来，洛阳市不断推进双
向开放，加速打造大开放、大发
展格局，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
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正在创新发
展中加快形成。

2016 年 4 月，郑洛新国家
自 主 创 新 示 范 区 获 批 建 设 ，
2017 年 4 月，中国（河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顺利挂牌。作为洛
阳全市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的
最前沿，洛阳高新区在新时代再
次挑起发展重担，走上了“三区
融合”发展的路子。

近日，在位于高新区的洛阳
综合保税区建设现场，一排保税
仓库拔地而起。集保税、出口加
工、物流港口于一体的洛阳综合
保税区正紧锣密鼓建设，目前，
一期项目已完成 70%，其中，保

税仓已完成 19万平方米建设，
海关卡口、查验平台和围网建设
正有序推进，预计 9月底具备封
关运行条件。

“洛阳综合保税区将着力
打造保税智能制造产业基地、
服务中原地区的保税物流基
地、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基
地、国际进出口商品交易展示
基地。”洛阳高新区管委会主
任、河南自贸试验区洛阳片区
常务副主任胡加彬说，洛阳综
合保税区建设是高新区“三区
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

开放带动，释放政策红利

今年5月，普莱柯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成功研发出变异毒株
猪伪狂犬病灭活疫苗，结束了
我国变异毒株猪伪狂犬病防控
无疫苗可用的历史。

今年6月，中航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制造的毛纽扣连接
器打破进口垄断，为我国集成
电路小型化提供崭新路径……

这些高新技术企业立足各
自领域，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爆
发出了强劲的科技创新力。

作为洛阳市改革开放和科
技创新的最前沿，洛阳高新区
牢牢把握“三区融合”这个关
键，充分发挥政策先行先试优
势，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不

断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深入实施“双倍增”行动，

着力打通“四个通道”、促进“四
链融合”。该区推出含金量十
足的“高新 18 条”，落实完善

“1+3+X”小微两创政策体系，
兑现科技企业平台建设、人才
引进等各项奖励……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
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
积极的因素。洛阳高新区在洛
阳市率先建立了区内人才集体
户口，打破购房、工作年限等政
策壁垒，实现人才落户“零门
槛”；出台支持创新创业推进国
家自创区核心区建设的若干政
策意见，设立每年1亿元的专项
资金，结合产业发展，加大人才

引进和创新发展力度。同时，
围绕洛阳“565”现代产业体系
和高新区产业发展实际，瞄准
行业顶尖人才资源，有的放矢
地招才引智。

积极开展“以赛引才”，相
继承办了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先
进制造行业总决赛、洛阳创业
之星大赛、第 11届全球创业周
河南站系列双创活动等重大创
新创业赛事，依托赛事活动出
台专项扶持政策引进高层次人
才团队。

一项项举措扎实推进、掷
地有声，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有
力支撑，市场活力得到空前激
发。目前，进区企业已达2万多
家。

创新驱动，瞄准世界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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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产业不断迈向高端

清华“博士三剑客”的
“创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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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王思臣

打造开放创新发展高地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王思臣

7月 31日，满载着260吨自
乌兹别克斯坦进口的绿豆班列
顺利抵达河南粮食口岸，这是
洛阳和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两
个“丝路”城市牵手的成果之一。

2018年 11月，在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河南交易团采购签
约仪式上，洛阳万邦优选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与乌兹别克斯
坦签订绿豆采购协议，签约总
额达2亿元人民币。

2017 年 5 月，洛阳市与布
哈拉市缔结为友好城市。河南
自贸试验区洛阳片区管委会工
作人员到布哈拉市考察学习，
发现该市土地广袤、阳光充足，
非常适合发展农业和畜牧业。
在考察中，他们遇到了同在布
哈拉考察的洛阳万邦团队，对

方对利用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
的政策优势、开放平台优势建
立境外农业示范园意愿十分强
烈。

双方合作就此达成。洛阳
片区按照“一轴双园区”模式，
引导农业全产业链“走出去”，
加快双向开放步伐。

去年5月，洛阳万邦与洛阳
片区管委会、布哈拉政府三方
共同签署了《洛阳-布哈拉农业
综合示范区项目合作备忘录》，
洛阳万邦将国内适应全程机械
化种植的 2万公斤“白绿 13”绿
豆良种运至布哈拉，完成了示
范区内 20 平方公里土地的平
整、灌溉、耕地、播种等工作。
去年9月，该示范区又从洛阳采
购了一拖集团生产的农业设备
用以收割绿豆。如今，该示范
区这些绿豆，已成为国人餐桌
上的美食。③8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王思臣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博士
吴哲明、邹怡蓉、刘佳君都有海外
留学经历，皆怀实业报国梦想。

2016 年，清华大学天津高
端装备研究院洛阳先进制造产
业研发基地（以下简称“清洛基
地”）在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洛阳片区启动运营。

三位手持科学宝剑的年轻
“剑客”，相约来到清洛基地，联
合创办机器人控制与视觉传感
研究所。

在这里，他们也有了一个响
亮的名头——“博士三剑客”。

吴哲明喜欢开拓市场，是
个“在哪儿都能发展”的“全能
型选手”，邹怡蓉属于“选定哪
里就绝对能去”的“决策性选
手”，刘佳君则凭着在数学建
模、软件编程方面的卓越表现
担任了所长。

为了全身心投入研究工
作，吴哲明把户口迁到了当地，

邹怡蓉更是选择举家搬迁到洛
阳，刘佳君新婚不久，便选择每
周一至周六乘车往返，过上了

“双城生活”。
三位博士利用在清华大学

储备的知识和研发经验分工合
作，不断突破技术难关，一项项
重大成果接踵而至。

目前，该所已联合清华大
学成功申报国家重大科技专
项，其研发的机器人系统在定
位、检测等方面的数据均优于
国外同类产品，处于国际领先
水平；自动拉伸机器人系统项
目，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填补了
行业空白；为郑煤机量身定做
的机器人自动切割视觉系统即
将完成工业化产品版本开发；

“三剑客”的同门师弟马涛博士
近期也已紧跟师兄师姐脚步入
职基地……

昔日清华园内同窗研读的
三位好友，抓住洛阳产业转型
的机遇，在洛阳不断续写“博士
N 剑客”与“机器人”的传奇故
事。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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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型，是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根基所在。
按照《郑洛新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洛阳片区发展规划纲
要（2018—2025 年）》，洛阳市
将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发挥自
创区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中的
龙头作用，围绕构建“五大主
导、六大新兴、五大特色”现代
产业体系，结合“一核四区”产
业发展基础，引导洛阳产业向
高端化、服务化、集群化和绿色
化转型。

依靠建区以来不断积累的
工业基础，洛阳高新区通过“退
二进三”“腾笼换鸟”等一系列

举措，淘汰落后产能、调整优化
产业结构、推进产业升级。

该区先后建设了火炬创新
创业园、洛阳北航科技园、洛阳
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园、生命
科技园、中科科技园、天元双创
孵化中心、中电光谷洛阳高新
产业园等一系列新型科技园
区，将不同产业分门别类孵化
发展，引导传统产业向智能装
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聚。

洛阳高新区经济发展和项
目服务局负责人介绍，高新区
目前逐渐形成了以中重自动
化、德平科技为代表的机器人

智能装备产业集群，以格力电
器、北方玻璃为代表的成套设
备产业集群，以轴研科技、洛
凌轴承等为代表的高端精密
轴 承 产 业 集 群 ，以 银 隆 新 能
源、中航锂电等为代表的新能
源及新能源汽车装备产业集
群。

“下一步，洛阳高新区将按
照省委、洛阳市委要求，跳出洛
阳、跳出河南、站位全国，积极
培育更多‘小巨人’‘隐形冠军’
等‘双高引领’型和外向型企
业，打造开放创新发展高地，以
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胡加彬说。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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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洛阳片区综合服务中心。⑨3
曾宪平 摄

图② 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
司在新能源领域的科研水平不断提
升。⑨3 常世峰 摄

图③ 双瑞风电完善研发体
系，实现风电叶片“私人定制”。⑨3
鲁博 摄

图④ 银隆新能源洛阳产业园首
台新能源整车下线。⑨3 曾宪平 摄

图⑤ 风景如画的洛阳城。⑨3
曾宪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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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