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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创新驱动发展牌——

破解各种发展难题的“金钥匙”

创新能力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命脉。一
个国家、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创新能力，创新
驱动就无从谈起。新乡市统筹推进自主创
新、开放创新、协同创新，加快产业链、创新
链、资金链“三链”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内生
动力进一步增强。全市 90%以上的企业
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技术创新合作平
台，科技研发投入占比连续多年居全省第
一位，2018年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均居全
省前3位。

在引领型企业方面，该市充分发挥企
业在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一手抓培育，持续
提升白鹭化纤、科隆集团、华兰生物、卫华
起重等大企业（集团）的创新能力，大力发
展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一手抓引进，实施
新松机器人产业园、平煤国能锂电、正大无
人机、石墨烯散热膜等重大项目。

在引领型平台方面，充分发挥中电科
22所、动力电源及关键材料国家地方联合
工程实验室、中国农科院农田灌溉研究所
及农业科技园区等重大平台的引领作用，
推进全国首个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建
设，加快中纺院中原分院、中铁装备国际刀
具研发中心建设，正在更多领域创建一批
国家级创新基地。

在引领型人才方面，不惜千金买宝刀，
敢于为人才定价！去年引进的斯坦福大学
VR芯片研发团队研发的手机芯片和投影
仪芯片分别进入中兴通讯和小米科技的供
应链。该市拟进一步加大技术攻关力度，
力争进入展讯、高通等全球一流企业的供
应链。

在引领型机构方面，围绕主导产业和
新兴产业，加快天博物联网研究院、欧洲农
业物理（新乡）研究院等研发机构和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建设等。

加强创新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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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虎成 代娟

近日，一封来自吉尔吉

斯斯坦的感谢信，刷爆了新

乡人的朋友圈。由河南科技

学院承担的省重大科技专项

“面向中亚五国的棉花玉米

现代种业技术示范与产业

化”，以吉尔吉斯斯坦为试点，

先后选育“百棉”“中棉”系列

棉花品种和“百玉”系列玉米

品种 17个，并最终筛选出 8

个适宜在当地规模化制种的

耐旱、耐盐碱、高产优质品种，

经过种植试验及示范，使当

地玉米增产44.4%，棉花增

产 42.85%，令当地人由衷

赞叹“中国的农作物品种真

神奇！”

深感受益的吉尔吉斯斯

坦阿优集团贾拉拉巴德州棉

花加工厂负责人买兰别克专

门写来感谢信：感谢河南科

技学院、感谢来自河南新乡

的专家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

的品种和先进的种植管理技

术！

近年来，新乡市把建设

现代创新体系作为建设现代

经济体系的核心和关键，持

续提升创新能力。市委、市

政府认为，新乡作为郑洛新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组成

部分，既肩负重大责任，也面

临重大机遇。创新力度有多

大，直接决定发展质量有多

高、未来能走多远。按照中

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新乡把创新作为破解当前各

种发展难题的金钥匙，以自

创区建设为抓手，致力打好

开放牌、念好人才经、下好改

革棋、唱好协同戏，全面提升

创新能力和水平，为中原更

加出彩增光添彩，为建设创

新型国家作出新乡的贡献。

加强重大技术攻关

河南科技学院茹振钢教授培育的矮抗
58小麦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累
计种植面积达 2.3 亿亩、增产 173.4 亿斤，
中国人吃的每8个馒头中，就有1个来自矮
抗 58小麦。全国首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
中心“花落”新乡。成功引进欧洲农业物理
（新乡）研究院，把国外先进科研成果带到
新乡转移转化，实现了“墙外”开花“墙内”
香。高远公司成立了全省首家外籍科学家
工作室，联合研发的路面养护工艺广泛应
用于国内多条高速公路。一个个创新成果
的“盆景”正在嬗变为一道道产业发展的亮
丽“风景”。

科技成果转化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关
键。新乡发挥自创区、“中国制造 2025”
试点示范城市“两区”叠加效应，加快“一
区四园四集群”和先进制造业专业园区
建设，加速创新链、政策链、供应链、产业
链、价值链、金融链“六链融合”，为科研
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提供
平台。

新乡集中自创区创新资源，做强新能
源汽车、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航空航天军
民融合、大数据“四大产业集群”。同时，按
照研发平台、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区“四
位一体”的“121”模式，加快
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
物医药、动力电池及新
能源汽车、物联网、机
器人、智能家电、绿
色纤维等13个先
进制造业专业
园区建设，推
进先进制造
业集群集
聚 创 新
发展。

在 推
进 政 产 学
研 金 深 度 融
合 方 面 ，引 导
企 业 加 强 与 高

校、科研院所的沟通对接，完善优势互
补、联合开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政
产学研长效合作机制。2018年新乡举办
了第一届高校院所（河南）科技成果博览

会，近 200 家国内外一流的高校、
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参会，
达成总投资 1286 亿元的
签约项目 140 余个。今
年 第 二 届 高 博 会 将
“升格”由科技部和

省政府主办，已确
定举办相关产业
论坛及座谈会
等 活 动 21 场
次 ，设 立 人
工 智 能 、生

物医药、移动
5G、现代农业、

新能源电池 5 个
特装展区，拟邀请

约 50位院士参会。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截至目前，新乡拥有

研发中心731家

研发
中心

国家级33家

省级278家

市级420家 制图/周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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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生态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保
障。新乡市强化要素保障，厚植创新土壤，
为创新发展营造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的
优良环境，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紧紧抓住郑洛新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这个龙头，在全省
率先开展了全员聘任、绩效考核、薪酬激励

“三制改革”，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更高
了、干劲更足了、精神面貌更好了。下一步，
将继续总结经验，巩固提升改革成效，发挥

绩效考核和薪酬激励作用，不断激发创新活
力。

完善政策体系。在总结过去经验、借
鉴国内外发达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加强政
策创新，形成更具含金量、更加务实管用的
政策体系。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所有审
批时限一律压缩到法定时限 50%以下，线
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扇门”、现场

“最多跑一次”成为常态。
完善金融服务体系。积极开展“科技

贷”业务和推进专利保险和专利质押贷
款，打造科技金融服务平台，集聚创新资
源，提升从科技成果转化、投资、落地、赋
能的全周期服务能力。完善金融服务体
系，已设立各类支持创新发展的基金 10
只，总规模 78 亿元。下一步将积极培育
各类创新创业基金，与国内外投资机构
合作设立天使基金，同时支持科技型企
业在主板、创业板、科创板和新三板等上
市融资。9

加快培育创新生态

全国首条全智能化全固态锂离子电池
项目建成投产，氢能燃料电池第一批产品
已下线，国内唯一的绿色纤维生产线投产
并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

重大关键技术是创新发展的命门。关
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新乡结合产业优势，在关键领域、重大关键
卡脖子技术攻关上下功夫，目前已在全固
态锂离子电池、氢能燃料电池、VR芯片、
绿色纤维、纳米材料等领域取得重大科研
成果。该市提出将聚集各方资源，提供坚
强保障，推动新乡的研发机构在窄带物联
网模组、物联网无线传输、信息安全模组、
生物育种、VR 芯片等领域，加大攻关力
度，力求取得新的突破。

近年来，新乡市加快创新引领型企业
培育，通过引领式递进、梯次式奖励、滴灌
式扶持，培育壮大了新航集团、科隆新能源
等一批创新龙头企业，具备了与国内同行
一较高低的能力。截至目前，全市拥有研
发中心731家，其中国家级33家，省级278
家，市级 420 家；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172
家，省级创新龙头企业6家；省级院士工作
站18家，“柔性”引进两院院士22人，引进
高层次人才团队40余支；省级新型研发机
构备案10家。动力电池及电动车、生物与
新医药、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
发展壮大，2018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49.9%，位于全
省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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