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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是农业大省，必须牢牢

抓住粮食这个核心竞争力，不断

调整优化农业结构，以科技创新

引领现代农业发展，深入推进全

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

报今日起推出“河南创建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巡礼”系列报道，记

者走访全省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为读者集中展现各地园区建设

过程中的成就和经验，展示我省

如何积极推动农业科技创新驱

动发展，探索出一条依靠科技创

新促进农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的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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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本报记者 尹江勇 本报通讯员 李胜男

为豫东粮仓插上绿色高效农业的科技翅膀
——周口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纪实

专家点评

周口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为

我 国 传 统 的 平 原 农 区 优 化 农 业 生 产 结

构，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妥善

处理好粮食安全和强省富民的关系，促

进区域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

条可以借鉴复制的成功之路。其主要特

点是，一是紧紧依靠科技创新和引才引

智，培育一流的创新团队，提升科技创新

能力，为园区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

展动力；二是利用政产学研用的深度融

合和战略联盟及其协同创新，始终站在

学科和研发领域的前沿，引领科技创新

的发展方向，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三

是围绕当地的玉米、红薯等优势主导产

业，按照“从品种选育到田间生产、精深

加工再到消费者餐桌”的全产业链扬长

补短的发展思路，通过延链补链强链壮

链、产业集群协同共生、三产深度融合发

展的战略性举措，实现了当地产业增效、

产品增值、企业增利、农民增收。

（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吴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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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广袤豫东大地上的一抹绿色，更是
中原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方热土。

生产规模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乳
酸系列产品企业，国内唯一拥有红薯全产
业链的企业，技术国内领先的淀粉糖生产
企业……普普通通的玉米、红薯等农产品，在
这里产生了神奇的蜕变，源源不断地成为了
高附加值的农业精深加工产品。

这里，就是周口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2013年，这里被省科技厅批复建设省级

农业科技园区；2015年 12月,科技部批准建
设周口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经过多年的努力，
园区建设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基础设施完
善，产业集聚发展，科技创新势头强劲，已示
范带动周边多个省份和地区。

园区核心区于2016年 6月被省政府批复
设立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18年列入
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规划面积15平方公
里。截至目前，已建成10平方公里，2018年核
心区实现总产值209.17亿元，农产品精深加工
业占比72.8%，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52.6%。

10 月 10 日，记者来到郸城县，放眼望
去，周口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内机器轰鸣，彩旗
飘扬，河南瑞龙阻燃新材料有限公司、福建海
西集团控股的郸城盛斐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河南农业科学研究院试验基地、周口师范学
院教学科研试验基地、周口职业技术学院教学
科研试验基地……一个个新上项目，一块块新
建的试验田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建设中。

六年来，从省级农业园区到国家级农业
园区，再到积极创建中的国家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勤劳的周口人用双手和智慧在

“三产融合”道路上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发展之
路，将这里建设成为闪烁在黄淮平原上的一
颗绿色高效农业“新星”。

精准定位 共绘园区发展广阔蓝图

周口素有“豫东粮仓”之美誉。如何抓住粮
食这个核心竞争力，不断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是
摆在周口农业发展领域的一道重要命题。

9月 19日下午，在河南省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周口专场活动
中，周口市委书记刘继标、市长丁福浩表示，
周口站在了新时代大开发、大建设、大变化的
历史节点，迎来了周口高质量跨越发展的光
明前景。而周口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快速发
展，在其中迈出了坚实一步。

一个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想从全国数
千家园区中跳出来，绝非易事。为了这坚实
一步，周口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得到了
科技部、省科技厅、周口市科技局等各级领导
的有力支持和深切关怀。

科技部农村科技司、中国农村技术开发
中心的领导多次到园区进行调研，为园区的
发展“把脉问诊”，在园区发展主题和主导产
业的确定上给予了大量指导。经过多次征
求意见，最终确定园区发展的主题是黄淮平

原绿色高效农业，主导产业是农副食品精深
加工。

省科技厅领导及各部门负责人对周口国
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更是全力支持。省科
技厅长期派专人到园区内的行政村蹲点，指
导产业发展。厅主要领导多次来调研园区的
经济发展情况，对河南天豫薯业股份有限公
司的全产业链条和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创新发展给予充分肯定。

“周口是农业大市，人口大市，粮食产量
居全省之首，我们要抓住创建国家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示范区的机遇，把周口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发展好、建设好。”周口市长
丁福浩强调说。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建
设，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的园
区建设领导组，建立了周例
会工作制度，及时听取园
区建设进展情况汇报，
召集相关部门解决园
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整合涉农项目资金支持
园区的建设。

周口市科技局对周口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亲
力亲为，从创建国家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示范区的发展规划和实
施方案的编制，到园区各个试验基
地的规划、建设，每一次进步，都凝聚着市科
技局干部职工的心血和汗水。

创新引领 全力推动绿色高效农业

走进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产品展厅，你会发现不起眼的玉米淀粉像是
被施了魔法一样，变成了乳酸、乳
酸盐、乳酸酯……不仅广泛应用
于食品工业，还可拓展到工业
领域的水分保持剂、生物新
材料或是高强石膏、可降
解垃圾袋等环保新材料。

“只有通过科技创
新，才能给企业发展
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源
泉。”河南金丹乳酸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鹏
介绍，该公司是乳酸、乳酸钙
国家标准第一起草单位，与南
京大学和南京工业大学建立了
创新战略合作联盟，新研发上马的
聚乳酸项目有望解决世界性的“白色污染”难
题。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
胜。周口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始终抓住科技创
新这个关键点，建平台、引人才、谋合作、共发展。

在省科技厅大力支持下，目前园区已拥
有 18家高新技术企业，2个院士工作站、2个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个国家级星创天地、1个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2个国家级研发中
心、2个国家级检验测试中心、1个省级重点实
验室、38个省市级研发中心、1个省级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基地、1个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
个省级众创空间、1个省级专利导航产业发展
实验区。先后承担国家、省、市科技项目 100
余项，其中国家“863”计划6项、省重大科技专
项7项，荣获国家、省、市科技进步奖56项，其
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获授权国家专利
1490件，整体创新能力在我省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中名列前茅。

完善产业链 强力带动产业集聚发展

“ 海 底 捞 专 用 的 甘 薯 粉
丝 ，主 要 是 从 我 们 这 里 采
购。目前我们生产的各类
甘薯产品，60%出口到国
外市场，深受消费者欢
迎。”河南天豫薯业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

天学告诉记者，企业已
发展出八大系列 50多种

产品。据了解，天豫薯业
是国内唯一覆盖了“良种繁

育—种植推广—鲜薯窖存—
精深加工—市场销售”红薯全产

业链的红薯加工企业，拥有 12万
亩全国绿色原材料(红薯)标准化生产基地，天
豫红薯已获颁“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通过构建这一个全产业链，我们带动了
当地群众致富，带动了农业链条拉伸，带动了
农产品附加值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农业地区
的工业化进程。”园区党工委书记、郸城县委
书记罗文阁说，周口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充分

发挥农业资源丰富的优势，铸造
农业科技产业链，初步形成了
“生物育种—科学种植—精

深加工—市场物流—废弃
资源利用—美丽乡村建
设”全产业链循环发展
模式，带动了当地和
周边的甘薯、小麦、中

药材、优质玉米等农产
品发展。

例如，河南金丹乳酸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玉米为

原料，采用微生物发酵技术生
产乳酸及系列产品，已形成了

“玉米—乳酸—乳酸系列产品—
聚乳酸—聚乳酸系列产品”产业链条，正在向
环保新材料、生物新材料等方向多元化发展。

与此同时，园区坚持将高端链条和内生
培育相结合，形成“骨干企业强力支撑引领、
科技型中小企业快速跃进”的企业格局。目
前已集聚了 20多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强力带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

其中，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乳酸生产规模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河南天
豫薯业股份有限公司主持参与制定国内脱毒
红薯生产标准21项；河南百年康鑫药业有限公
司的黄连上清片全国销量第一；巨鑫生物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阿巴卡韦中间体和地尔硫
卓中间体填补国内空白；河南甜蜜蜜糖业有限
公司引进业内最具发展潜力的精密膜过滤器
精滤技术生产淀粉糖，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协同创新 招才引智突破研发瓶颈

今年 1月 9日，河南农业科学院郸城分院
隆重揭牌。仪式上，周口市政府与河南省农
科院签订院市全面战略合作战略合作协议，
将重点为周口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提供技术、
人才支持。

天豫薯业与江南大学早已建立长期战略
合作关系，为红薯全产业链的发展提供技术
支撑，并帮助企业拥有了国内首创的红薯淀
粉除沙技术。

合作共赢是发展的主旋律。园区高度重
视与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截至
目前，园区已有38家企业与清华大学、浙江大
学、武汉大学等国内 40余所知名大学和科研
院所开展了技术合作。其中，浙江大学、河南
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等分别与园区合作建立
了技术转移中心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基地，
建成了两个产业科技创新战略联盟，先后为
企业破解了120余项技术难题。

在招才引智方面，园区累计引进院士 5
人、博士89人、硕士192人。引进科技特派员
140人，法人科技特派员团队 2个，引入和吸
纳高级职称人才32人。

自省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开展科技服
务以来，截至目前，省、县科技特派员共开展技
术指导87次、举办技术培训班31场次、培训人
员达1100人次、引进新品种6个、新技术新产
品29个，为园区增加经济效益1174万元。

秉承着开发、合作、创新的发展理念，周
口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积极推进企业与科研院
所、大专院校之间的深度合作，使园区的发展
如虎添翼，鹏程万里！

漫步郸城街头，周口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的发展面貌日新月异。园区双创中心、星创
天地、创业之家、郸城县职业农民培训中心、
郸城县创业服务中心……一个个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平台拔地而起、日益完善、从全到
优，一年一个新台阶，累计投资达百亿元。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
山。经过不懈的努力，今天的周口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产业链条完善，企业发展势头强
劲，科研试验基地示范带动作用明显。以此
为基础，园区正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努
力创建周口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努力把周口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成为国际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先行区、全国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示范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引领
区、河南农业现代化建设首善区。

河南百年康鑫药业有限公司
的黄连上清片全国销量第一

河南甜蜜蜜糖业有限公司的淀
粉糖生产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蓬勃发展中的周口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