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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激发新动能 助力河南更出彩
——西安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五位一体”服务河南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郑州分中心侧重于基于技

术转移的知识产权运营体系建

设，三门峡分中心侧重于基于技

术转移的科技大市场运营及成果

中试基地建设，济源分中心侧重

于基于技术转移的产业技术研究

院建设，新密分中心和平顶山分

中心侧重于基于技术转移的双招

双引科技孵化器运营……岁月不

居，时节如流。站在 2019年的

终点回望，这一年，西安交通大学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河南各分中心

通过“五位一体”发展，政产学研

相结合，积极激发创新能力，助力

河南科技体系建设。

目前，五个分中心有机地组

成了基于技术转移的“科技大市

场服务、成果中试、产业技术研

发、知识产权运营、科技孵化”五

位一体的技术转移体系，为河南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提供了积极的

支撑和先行先试的经验。

【助力河南更出彩】“五位一体”构建技术转移体系
◆郑州分中心：
基于技术转移的知识产权运营模式

郑州分中心于2018年底与郑州航
空港实验区达成协议入驻航空港，确立
了以知识产权的转移、转化、孵化为特
色的技术转移工作主线。该分中心先
后与郑州数十家企业和研究机构，就西
安交大的专利转化建立了合作关系，按
照省科技厅揭榜攻关模式，已促成西安
交大空间视觉联合实验室与河南万里
交通科技集团签署了200万元的高速
公路探地雷达技术合作协议；与河南民
航食品公司合作共建“智慧航食企业”；
与审协河南中心、郑州知识产权协会及
有关高校联合举办了以“技术转移与知
识产权运营”为主题的系列公益讲座；
与国家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郑州春泉
公司共建协同创新基地，推进西交大的
专利技术在产业集聚区实现嵌入式转
移转化；中标“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政策
研究”项目，服务航空港政府决策；携手

本地企业与交大组建研发团队联合承担
“智慧交通物联网高速公路节能项目”。
目前，郑州分中心基于专利技术转移转
化的知识产权运营模式已现雏形。
◆三门峡分中心：
基于技术转移的科技大市场运营及成
果中试模式

三门峡分中心自今年 3月成立后
半年多时间就完成了三门峡科技大市
场的建设工作，目前已走访 219家企
业，收集技术需求169项；协助企业申
请专利 89件；协助 10家企业申报科
技型中小企业；完成柔性引才2人；举
办“陕西高校科技成果走进三门峡”活
动，对接意向企业60多家；累计举办6
期创新讲堂培训，参训450余人次；累
计为园区新引入企业28家；全年累计
完成技术合同交易额 5700 多万元。
该分中心与三门峡高新区管委会共建

“轻质合金新材料研究院”，围绕“轻质
合金新材料技术”进行工程化，打造当

地新兴产业的新引擎。
◆济源分中心：
基于技术转移的产业技术研究院模式

济源分中心于 2018年 10月正式
投入运营，截至 10月底已调研 68家
济源市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合同 9份
（总额 553万元），和清水源等龙头企
业达成了合作，与中亿科技的项目已
进入中试阶段。筹建济源交大产业技
术研究院，从技术转移、产业技术研
发、科技孵化器运营、教育培训四个方
面，服务济源市传统产业升级及战略
新兴产业布局。
◆新密分中心和平顶山分中心：
基于技术转移的双招双引科技孵化模式

中原创新创业港是新密市政府投
资5亿元，由新密分中心运营的综合性
孵化器，截至目前已引进企业139家；
引育高新技术企业6家、申报科技型企
业31家、完成专利申请126件、成功转
化科技成果8项、对接引进产业化项目

20个、成功申报“智汇郑州”人才工程
项目2个、对接领军人才和高层次创新
创业紧缺人才40余名、对接创业领军
团队 5个、共建市级研发中心 2个；每
年举办大型对接交流会场、项目路演、
培训活动，承办了2019中国（新密）绿
色发展高端论坛。

平顶山分中心自成立运营以来，开
发了园区管理平台，定期出版科技成果
汇编，引进企业30家、高层次创新创业
领军人才2名，协助申报科技型企业备
案5家，协助企业完成专利申请18件，
引育高新技术企业1家；每年举办企业

“交大行”成果发布会和“科技创新与高
质量发展”专题培训和研修活动。

目前新密分中心和平顶山分中心
已形成了基于技术转移的双招双引科
技孵化模式，本着政产学研合作共赢
的原则，充分发挥西安交通大学在学
科、人才、科研优势，加快高新技术成
果转移转化，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人
才是“第一资源”。西安交大众多专
业与河南产业高度契合。经过近几
年持续不断的产学研合作，技术转
移工作已步入良性循环。

未来，合作空间和潜力更是巨
大——面向河南产业转型升级，针
对产业共性技术进行协同创新研
究，助力河南制造企业高质量发
展。共建新型研发机构，打造高端
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推进基于产
学研合作的专利技术成果转移转
化，助力河南技术转移体系建设。
通过各种产学研对接及双招双引活
动，引导高新企业、高端人才落户产
业集聚区，为“中原更加出彩”提供
技术和智力支撑……

所有过往，皆为序章。站在新
的起点，西安交大国家技术转移中
心将积极扩大产学研“朋友圈”，做
好创新“风向标”，为河南经济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范光华）

【产学研合作】
推动河南科技创新体系
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上接第一版)飞播造林使栾川全县森
林覆盖率提高了18.2个百分点。

在三门峡，飞播面积490万亩，已
成林 100万亩，最早期的油松林胸径
已达 12厘米以上。飞播 40年，卢氏
县森林覆盖率由上世纪 80年代初的
39.8%提高到现在的 69.34%，提高了
近30个百分点。

在南阳，全市完成飞播造林 285
万亩，有效面积 237万亩，成林 109.5
万亩。前 30年，仅飞播造林就“消灭”
宜林荒山近150万亩。

“瞧，这棵油松就是 1984 年第一
次飞播落的种子长成的。”12 月 12
日，在焦作市中站区龙翔办事处北业
村张黑记家的院子里，顺着她手指的
方向，不远处，一棵枝繁叶茂的油松

映入眼帘。
镶嵌于大山深处的北业村，被焦

作林场北业林区 1.7万亩蓊蓊郁郁的
森林所包围，成为避暑休闲胜地。谁
能想到，40年前，光秃秃的山上，连个
柴火都拾不到呢。张黑记还记得，那
时就怕下大雨，一次山体滑坡，倾泻
而下的泥石流把山下的 2亩多地都埋
住了。

在焦作，山区保存的 45万亩人工
林中，飞播成林面积达 20万亩，使全
市森林覆盖率提高3个百分点。

通过飞播造林和补植补造，全省
已形成集中连片 1万亩以上的飞播林
130余处，10万亩以上的 12处，30万
亩以上的 4处。目前，我省已在林州、
辉县、栾川、卢氏等 8个县（市）建成了

总面积 156.13万亩的飞播林基地，创
造出巨大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好似换了一片天地！绿意驱退
了灰黄，生机替代了荒芜，富饶赶走
了贫瘠。

生态环境大大改善。
通过对飞播林区的调查发现，降

雨量和空气湿度明显增加，水源得以
涵养，野生动物种群和数量大幅增加，
一些过去罕见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如金钱豹、金雕、灰鹤等现在经常出
没于林区，生态环境逐步向良性发
展。内乡县500多条冲刷沟被林草覆
盖，水土流失面积减少了 75%，30余
条枯河又流出了清水。

林种结构持续优化。
飞播40载，我省飞播造林树种由

油松扩大到马尾松、侧柏、臭椿、黄连
木、栾树、刺槐、盐肤木、漆树等 12个
树种。近年来，各地不断丰富飞播树
种，三门峡选择适宜的野花草本种子
和连翘等观花灌木种子，栾川在县城
周边尝试了黄栌、乌桕、栾树等彩叶树
种应用，加上补植补造和封山育林，飞
播区逐渐实现由单一树种向针阔多树
种混交、单纯的造林绿化向绿化美化
相结合的转变。

生态扶贫成效显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依托飞

播林基地的森林资源优势，各地积极
发展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森林旅游等
林下经济，形成“靠山养山、养山兴山、
兴山致富”生态扶贫的良好局面。如
今，焦作的青龙峡、神农山、云台山，栾

川县的老君山、鸡冠洞、抱犊寨等知名
景区，都是上世纪 80、90年代的飞播
区。栾川县通过飞播林抚育间伐，生
产小径材、薪柴、松针粉饲料，种植松
茯苓，林农创收3000余万元。

随着我省飞播造林的逐步开展，
全省陆续研究探索、推广应用了 GPS
定位导航、ABT生根粉拌种、多效复
合剂种子处理、种子丸粒化试验、直升
机飞播技术、无人机精准播撒技术、飞
播林经营等一批实用科技成果，有效
提升了飞播造林成效。

省林业调查规划院院长冯慰冬介
绍，随着我省大规模国土绿化的加速
推进，立地条件好、容易绿化的地方几
乎都绿化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
头”。近年来，飞播造林逐步转向人为

活动频繁的石质低山、丘陵地带，我省
积极探索无人机精准飞播造林技术研
究，今年首次开展无人机飞播试点面
积1.5万余亩，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

40年风雨兼程，40年春华秋实，
飞播人以强烈的使命担当，一年接着
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用辛劳和汗
水创造了我省飞播造林的辉煌。

展望未来，飞播人使命如山，重任
在肩。冯慰冬表示，今后，飞播人将继
续咬定青山不放松，撸起袖子加油干，
未来 8年，在完成 160 万亩飞播造林
任务的同时，积极开展飞播林抚育间
伐，巩固飞播造林成果，进一步开创我
省飞播造林新局面，为建设天蓝、地
绿、水清的新时代美丽河南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40 年飞播造林：看青山迎飞鸟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王烜） 在5G场景下，自动驾
驶清扫车能精准完成车辆启动、道路清
扫、避让障碍物等一系列动作，电力物
联网项目可实现变电站智慧巡检、配电
自动化……12月 20日，在许昌市举行
的2019中国·许昌第二届5G泛在峰会
上，基于 5G技术的十多个科研项目发
布，吸引了众多与会嘉宾的关注。

本届峰会由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
厅、北京邮电大学、许昌市人民政府等
单位主办，以“5G＋产业融合·生态共
创”为主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平、中国
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张同须

等 5G技术研究专家共话 5G产业发展
未来。

峰会期间，华为(许昌)人工智能与
智能制造创新中心揭牌，许昌市与华为

“牵手”在智慧城市、5G产业发展等领
域开展全面合作；许昌成为阿里巴巴本
地生活城市合作项目全国首个签约城
市，将打通线上线下，带给许昌百姓更
加便利的“智慧生活”。

许昌市委书记胡五岳表示，许昌市
将以 5G泛在峰会的举办为契机，大力
促进 5G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
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助力许昌“智造之
都、宜居之城”建设。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平）12月 19日，省
卫健委公布我省第二批省级区域中医
专科诊疗中心项目单位名单，共有 13
家医院的相关科室名列其中。目前，我
省共有 26个省级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
心。

本批次省级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
心项目，采取省辖市市级中医医院、县
级中医医院共建的形式进行，由市级中
医医院牵头，联合辖区内或辖区周边 2
至 6个市级、县级中医医院，共同针对
辖区内发病率较高的疑难疾病诊疗需
求，整合汇集区域内优质医疗资源，降

低专科疾病上转率、外转率。
纳入第二批省级区域中医专科诊疗

中心项目单位的有：驻马店市中医院牵
头的脑病科、洛阳市中医院牵头的脑病
科、周口市中医院牵头的脑病科、安阳市
中医院牵头的脑病科、郑州市中医院牵
头的心病科、濮阳市中医院牵头的心病
科、南阳市中医院牵头的骨伤科、焦作市
中医院牵头的康复科、三门峡市中医院
牵头的康复科、鹤壁市中医院牵头的康
复科、开封市中医院牵头的肝胆脾胃科、
平顶山市中医院牵头的儿科、商丘市中
医院牵头的肛肠科。③8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2月 23日，
“黄河流域博物馆联盟”在郑州正式成
立。沿黄九省区 45家博物馆将共同携
手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全方位、
多视角诠释黄河文化的物质内涵、精神
实质和时代价值，讲好新时代黄河故
事。

当天在郑州举行的“黄河流域博物
馆联盟暨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研讨会”
上，来自黄河流域九省区的博物馆馆长就
黄河流域博物馆联盟的相关事宜进行了
讨论，集体表决通过了黄河流域博物馆联
盟首批成员候选单位，集体通过了《黄河
流域博物馆联盟章程》。会议一致推选河
南博物院为黄河流域博物馆联盟首届召
集单位，每两年进行一次召集单位换届选
举。会议提名河南博物院副院长张得水
为黄河流域博物馆联盟首届秘书长。

活动现场，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关强等有关领导为黄河流域博
物馆联盟揭牌。

黄河流域博物馆联盟是在国家文
物局和黄河流域九省区文物局指导下，
由河南博物院提出倡议，与青海省博物
馆、四川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宁夏回
族自治区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陕西
历史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山东博物馆
共同发起成立。

未来，该联盟将深入挖掘黄河文化
蕴含的时代价值，推动黄河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开展黄河文化研
究、宣传、保护、展示、利用等活动，带动
黄河流域博物馆深入参与到黄河文化
保护传承弘扬事业中，服务当代社会高
质量发展，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贡献精神力量。③9

沿黄九省区45家博物馆携手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黄河流域博物馆联盟成立

2019中国·许昌第二届5G泛在峰会举行

许昌牵手华为发展5G产业

我省再添13个省级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

辖区高发率疑难病患者就诊更方便

12月 22日，武陟产业新城河南伯淼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装备机械设备。该公司主要从事工业智能除砼机器人、高压泵站的研发与生产，
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目前，武陟产业新城已累计签约企业110家，吸引一批行业龙头纷纷入驻，带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赵明奇

一台台机器有序运转，一只只机
械手上下翻飞，除了来回巡检的几名
工人，加碘、包装、上箱、装箱、输运、
捆扎、码垛全程自动完成……12 月
23日上午，走进中盐舞阳盐化有限公
司年产20万吨智能精包生产车间，智
能化的场景令人眼前一亮。

“2017年以来，我们投资2300万
元实施生产工艺、物料管控、包装、码
垛、电子追溯等系统智能化改造，通
过传感器和红外感应实现信息瞬时
感知，全流程自动化操作，生产效率
提 升 了 8 倍 ，运 营 成 本 降 低 了
33.3%。”公司副总经理胡宏波说。

智能化生产不只是效率提高，更
是把人为误差降到最低。胡宏波说，

他们建成的年产 60万吨五效真空制
盐蒸发装置，全程 DCS自动控制，产
品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定制，颗粒大小
可控，工艺水平国际一流。

不仅如此，每袋食盐产品从生产配
料，到生产机台、班组、责任人、执行标
准、出入库存乃至销售都全程进行实时
数据采集，好比有了“身份证”，来源可
追溯、去向可查询，确保质量安全。

得益于智能化改造，中盐舞阳盐化
有限公司2019年产量比2016年增长
30%，食盐销售量翻了一番，营业收入
增长50%，利润提升265%。企业研发
生产的特种盐填补了国内空白，金属钠
盐供应量占国内市场八成份额。

舞阳县盐矿资源储量大、纯度
高，是我省乃至中部地区重要的盐化
工基地。但在过去，传统的盐化工产
业自动化程度低，产品结构单一，生
产效益不高。近年来，舞阳县在盐化
工产业中积极开展生产线智能化改
造行动，推进盐化工产业转型升级。

河南金大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就

是以矿盐开发为基础，推动盐及化工产
业向高端化精细化转型、拉长盐化工
产业链条的典型。在该公司年产 80
万吨制盐项目车间，引进国际先进设
备和国内先进蒸汽拖动技术改造的全
智能生产系统，每班生产仅需2至3人。

金大地公司还实施了 45万吨合
成氨、60万吨联碱、集中供热等项目，
全系统大数据互联互通、智能化集中
控制，形成了采矿制盐、氨盐制碱、以
热定电、热电联产、联碱联胺、蒸汽梯
级利用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公司
也成为智能化水平先进的全球联碱
行业领军企业。

“智能化改造后人工减少90%，生
产成本节约30%，吨合成氨节电1000

度。”公司副总经理丁坤堂自豪地说。
以智能化改造为支撑，近年来，

舞阳县盐及化工产业链条不断完善，
中盐、中农、永银、河南金山集团等央
企和行业龙头企业纷纷落户舞阳，产
业规模和产品质量逐步提升。目前，
盐及化工产品产能 762.5 万吨，比
2016年增长25%。

“智能制盐”是舞阳县大力推进智
能制造和工业转型升级的缩影。近两
年，该县把传统工业智能化改造作为
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围
绕盐及化工、食品、服装服饰、装备制
造、建材等传统产业，扎实推进设备换
芯、生产换线、机器换人，实施智能化
改造项目55个，总投资99.67亿元，为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推
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舞阳县将坚持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大数据智能
化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动能。”漯河市委常委、舞阳
县委书记李亦博说。③6

舞阳盐化工产业插上智能之翼

效率提升八倍 成本降低三成
基层亮点连连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