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版│132019年 10月29日 星期二

●● ●● ●●

□本报记者 李宜鹏 本报通讯员 韩宇辉

10月 26日下午，中国·河南开放创
新暨跨国技术转移大会“一带一路”国际
科技合作专场活动在郑州举行。来自白
俄罗斯、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波兰、
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 7个国家的 70余
位驻华参赞，科研机构、知名高校专家学
者和企业代表，与国内相关单位共商合
作发展大计，通过活动成功签订了 77项
科技合作协议，其中，省科学院成功签订
12项合作协议。

本次活动由省科学院、省科技厅和
三门峡市政府共同承办。会上，省科学
院围绕新材料、环境保护、民用核技术、
农业大数据及装备制造等十多个领域，
与来自白俄罗斯、俄罗斯、日本等国家的
有关单位成功签订合作协议。其中，白
俄罗斯国家科学院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已

经与河南省科学院展开合作，并取得了
一系列先进适用的科研成果。通过本次
活动，双方协议成立全面战略合作委员
会，并就签订共建国际联合实验室以及
围绕新材料、环境保护、医药与功能食品
等领域的 12个具体协议达成共识，把两
院全面合作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此次活动的参与方，有许多长期与国
内相关机构和地方政府保持着合作关系，
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
献。本次活动既是中外科研院所、企业及
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一段时间以来密切合
作的丰硕成果，又是各方施展所长、务实
合作、面向未来、共创辉煌的新起点。

省科学院负责人表示，作为“一带一
路”国际科技合作专场的承办方，将以河
南技术需求为导向，以项目合作为抓手，
以发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科技
优势、引进重大科技成果和高端人才、切

实 解 决 重 大
项目的重点、难
点 和 疑 点 为 突
破，联合、协调国内
外相关机构，集成、
整合国内外科技资源，
努力促成科技创新资源
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
紧密结合，为推动河南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强的科技支撑。

这次“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专
场顺利举办，各国嘉宾在和平合作、开
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
神指引下，培育了友谊、播种了希望、
架起了桥梁，为下一步促进各方加深
相 互 了 解 、促 进 深 化 合
作、建立长效机制、实现
互惠共赢奠定了坚实
基础。

□本报记者 吴烨

一种可以生长在荒山荒坡的杂交
构树，不仅因其富含高蛋白而成为动物
饲料的理想原料，而且能像割韭菜一
样，连续收割 15至 20 年。杂交构树项
目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沈
世华在河南推动 5年之久的科技扶贫项
目，目前已在我省 20 多个县推广种植
十多万亩。

10月 26日，作为中国·河南开放创
新暨跨国技术转移大会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国科学院（河南）科技成果发布暨
项目对接专场活动在郑州举行，一批省
院合作科技成果转化先进集体和个人受
到表彰，同时在现场发布或展示了一大
批源自中科院的科技成果。中科院相关
院所的专家、我省各省辖市和企业界的
代表500多人参加专场活动。

据介绍，本次成果发布暨项目对接
专场活动，征集了中科院最新科技成果
851项，其中展板展示科技成果93项，现
场发布科技成果 228项。来自中科院合
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过程工程研究所，中
科院南京分院、西安分院、兰州分院、沈
阳分院等 47家中科院院所的专家应邀
参加会议，进行项目发布和对接交流。
现场共有26位专家进行项目发布。

据统计，此次科技成果发布暨项目
对接专场活动，现场共有 9个项目签约，
签约金额 3.67亿元。同时，本次对接专
场达成合作意向178项。

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沈世华说，河南
举办中科院科技成果发布暨项目对接专
场活动，站位很高，针对性强，成果丰硕。
我国是畜牧业大国，但蛋白质饲料奇缺，
需要大量进口大豆、苜蓿。杂交构树项目
在河南乃至全国都发展得很好，主要原因

是能较好地解决“人
畜争粮”问题、保障食品
安全。

省政府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行动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省科
学院院长童孟进认为，作为深化省院合
作、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平台，
一年一度的中科院科技成果发布暨项目
对接活动，为实现供需双方互惠互通搭
建了一座科技桥梁，也是河南科技活动
的一大品牌，对于破解河南科技要素资
源短板和科技创新能力
不足的瓶颈制约卓有成
效，对于促进技术、资
本、人才、服务等创
新资源深度融合，
服务河南经济社
会创新发展意
义重大。

□本报记者 尹江勇 本报通讯员 张瑞

集中发布 156项现代农业先进技术成果，48项总金额近
3.5亿元的各类协议达成，长效的合作及人才培养机制建立……
10月 26日，现代农业先进技术成果发布及对接专场活动在郑
州举行，收获硕果累累。

作为中国·河南开放创新暨跨国技术转移大会的重要组成
部分，专场活动发布了156项现代农业先进技术成果，并进行技
术转移业务洽谈和签约活动。省农科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
将为我省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为农业的绿
色健康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专场活动共邀请到来自 25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的 106
位嘉宾，及全省 59家农业企业、科技园区、高校、科研院所的
172位代表参会。在演讲和采访中，与会专家纷纷表达了对河
南农业发展的建议，来自加拿大维吉尔大学的教授维杰·拉格
万，就食品安全的可持续发展表示：“随着粮食产量的逐年提
高，农药、化肥污染持续产生，建议河南通过调整农业种植结
构、改善土壤微生物、积极寻求绿色无毒害的病虫害防治办法
等，保证农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集聚国内外先进农业技术向河南转移转化，是本次专场活动
的重头戏。“作为种猪育种企业，过去我们在营养技术创新、生猪
粪污染利用、基因育种、现代农牧企业管理提升等方面有很多短
板。”河南谊发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杨海说，通过专场活
动，该企业成为中德猪业发展合作项目的承接方之一，实现了种
猪育种和欧盟标准的全面对接，将大大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这个农业专场活动特别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
先进技术的平台，开拓了经营思维。”河南万华畜牧设备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谢向丽告诉记者，该公司通过与韩国富城机械成立
合资公司，生产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鸡蛋分拣、包装设备，产品
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本专场活动为全球范围内现代农业先进技术成果的交流与
展示搭建了有效平台，促进了国内外先进农业技术向河南转移转
化。”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田云峰告诉记者，这为河南在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上有新作为、新担当提供了科技原动力。

□本报记者 尹江勇 实习生 顾书维

成功签约 15项成果转化和生物医
药类项目，签约总金额达 5.5 亿元。10
月 26日下午，中国·河南开放创新暨跨
国技术转移大会生物医药及健康先进技
术成果发布及对接专场活动在郑州高新
区举行。

本次活动由科技部和省政府主办、
省科技厅和郑州大学承办，邀请的嘉宾
有来自瑞典、法国的海外院士，以及来
自中科院等国内大院大所、知名高等院
校、研发机构、世界 500 强企业的专家
学者。

作为聚焦生物医药及健康先进技术
成果对接的国际级会议，本次专场活动
为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以及企业的负
责人提供了一个深入交流和探讨的国际
平台，也为我省生物医药健康产业的快
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共有 15项

成果转化和生物医药类项目成功签约，
分别体现在成果转化、人才引进和战略
协作方面，签约总金额达5.5亿元。

据省科技厅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征
集的项目及促成的签约项目具有以下四
个特点：一是技术含量高，包括了加拿大
化学院“菊芋全株开发利用成果转化和产
业技术开发”、埃及农业研究中心“埃及
Nigella Sativa L.种子的保健功能开
发”等新技术项目。二是涵盖领域宽，发
布和签约的项目涵盖了“生物药”“化学
药”“医疗器械”“健康产品”等大健康产业
重点领域，项目类别涉及种植养殖加工、
新药研发、园区平台、风险投资、健康服
务、金融保险等。三是区域范围广，发布
和签约项目来源广泛，既有来自日本、加
拿大、德国、芬兰等地的海外项目，也有来
自北京、山东、湖北等国内地区项目。四
是带动金额大，本次成功签约的项目投资
金额大，经济社会效益明显，对于我省生

物医药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带动促进作用。
“生物医药产业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有

着广泛前景。”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饲
料处副处长胡翊坤举例说，生物饲料是生
物健康产业在畜牧业中的具体实践与应
用，发展生物饲料产业符合我们国家健康
养殖绿色发展的目标。

郑州中道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在诊断非洲
猪瘟方面有着卓越的
成就。公司董事长
赵林萍表示，此次
先 进 成 果 发 布
及对接既促进
人员之间的
交流与流动，
也有利于促进
各个领域的技术
应用，对合作双方
均大有禆益。

□本报记者 何可 李虎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袁楠

10月 26日下午，在科技外交官服务中原行活动中，郑州高
新区国际协同创新体系正式启动。

科技外交官服务中原行活动是中国·河南开放创新暨跨国
技术转移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该活动组织参会的科技外交官
分享所驻国的科技政策和科技信息，并与郑州高新区企业、科
研机构、高校、孵化器负责人当面交流，沟通双方开展国际科技
合作的需求，进一步拓宽国际科技合作渠道。据悉，科技外交
官将帮助郑州高新区国际协同创新体系拓展国际科技合作渠
道，提升整合全球创新资源能力，形成创新合作国际战略。“这
将有助于打造创新开放合作区域高地，构建河南省科技发展国
际化新格局。”郑州市政府副市长史占勇说。

10月 27日，科技外交官服务中原行来到新乡，多位科技外
交官与当地科技部门及科研人员展开对接交流。

当天，来自我国驻德国、法国、韩国等国大使馆的科技外交
官走进新乡医学院、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参观了免疫
与模式动物（中法）国际联合实验室等项目，了解了新乡与法
国、德国等合作情况，并与相关科研人员就各地区科技创新政
策及科技合作信息进行了对接交流。新乡市有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与驻外科技外交官建立联系，将有利于进一步拓宽国际科
技合作渠道，推动新乡市与境外科技创新资源建立合作关系，
助力新乡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

科技外交官服务中原行旨在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帮助地方
及企业拓展国际科技合作渠道，推动地方科技经济高质量发
展，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据了解，目前科技部已在我国 80多
个驻外使领馆派驻了近 200名科技外交官，这些驻外科技外交
官通过开展调研、引进人才、推荐项目等方式，为国内的科技与
经济发展提供国际合作服务支撑。

聚全球创新资源 助中原更加出彩

科技外交官服务中原行活动举行

科技外交官助力建设
国际协同创新体系

现代农业先进技术成果发布及对接
专场活动举行

国内外先进技术
赋能河南现代农业

“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专场活动举行

“一带一路”搭起国际科技合作之桥

中国科学院（河南）科技成果发布暨项目对接专场活动举行

搭起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平台

生物医药及健康先进技术成果发布及对接专场活动举行

高新技术大单聚焦生物医药健康产业

▲省农科院小麦所展示
的优质专用小麦新品种选育
与示范项目

◀应用在纯电动客车上的
高效智能电动空调关键技术

◀现代农业先进技术成果
发布及对接专场活动在郑州举行

▲工厂化育苗与规模化种
植吸引了参会的外企代表

◀智能化斜直井钻机
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展示

▲省科学院与白俄罗斯国
家科学院成功签订合作协议

◀生物医药及健康先进技术
成果发布及对接专场活动签订高
新技术大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