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特刊│10
2020年4月 13日 星期一

中原战中原战““疫疫””地方巡礼地方巡礼

洛阳篇洛阳篇

汇聚智造硬核力量 科技战
“疫”频添利器

战“疫”是一场人类与病毒的较量，也是
一场科研与时间的赛跑，需要各方科研人员
汇聚力量、密切合作，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
的科技支撑。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洛阳市科技局围
绕快速诊断试剂、中西医结合预防、防护产
品及装备等开展排查摸底，按照“特事特办、
急事急办”原则，紧急启动市级疫情防控应
急科研攻关专项。

经过定向申报、项目受理、形式审查、专
家评审、会议审定等程序，最终确定围绕“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和监测体系研究”方
向，支持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展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和监测体系研究”
和“微生态疗法降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
继发感染率的作用及机制研究”，支持洛阳
市中医院开展“中药组方松黄解毒胶囊治疗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研究”和“中药组方
防感解毒汤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临床
研究”，并安排专项资金 70万元。目前，课
题研究成果已应用于临床救治并取得积极
效果。

为加快推动疫情防控新技术、新方法、
新产品、新装备的研发和成果应用，第二批
市级疫情防控应急科研攻关项目已全面启
动，快速诊断试剂、中西医结合及防控和监
测体系研究、防护装备研发及应用等领域的
14个研发项目已获得立项支持，科技战“疫”
将再添利器。

此外，洛阳市积极组织动员全市科技型
创新企业、创新平台和科技领军人才发挥各
自的人才、技术等优势，加速研发新技术、新
产品助力疫情防控。红外测温安检门、无感
知人脸测温系统、自动化核酸提取仪、智能
化废弃口罩处理站、新型防护头罩等科技产
品迅速研发推出，有力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释放科技惠企红利 推动企
业复工达产

在打响科技战“疫”的同时，洛阳市科技
局积极推进科技型企业复工复产，一系列政
策措施，给企业复工复产送去了“及时雨”,
为企业平稳健康发展注入信心与力量。

鼓励孵化载体减免在孵企业租金、加大
科技型企业金融支持力度、为企业提供更加
便利的服务……为减轻疫情给科技型企业
造成的影响，洛阳市科技局印发《洛阳市科
学技术局关于服务支持科技型企业平稳健
康发展的通知》，在应急科研项目攻关、科技
金融服务、创新券支持专项、优化科技政务
服务等8个方面推出17项举措，支持科技型
企业渡难关、稳发展。

同时，为推动各项政策援企稳企，洛阳
市科技局加大宣传力度，采取电话通知、邮
件传送、微信工作群、线上课堂、媒体宣介等
多种方式，及时将各项惠企政策传导到企
业。在加快释放科技惠企政策红利的同时，
同步征集企业的困难问题和意见建议，整理
形成13类问题建议、61个具体事项，按照列
单、交单、办单、清单工作要求，做到件件有
回音、事事有着落。

疫情发生以来，洛阳市科技局点对点通
知联系企业2400余家；举办“互联网+”培训
活动 4场，培训企业人员 7500余名；以“科
技贷”帮助洛阳市 8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
银行授信 2890万元；科技创新券支持专项
围绕健康大数据平台建设、医用防护服面料
研制等，发放疫情防控专项创新券 266 万
元；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外国人来华
工作许可等业务全部实现网上办理。

结合企业复工复产的实际需要，洛阳市
科技局推出精准服务助力复工复产。按照

“一企一员”原则，向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等 7家重

点企业派驻企业服务员，统筹开展企业疫情
防控监督指导、复工复产协调保障等工作。
同时，建立每日报告制度，每日收集、汇总、
分类企业问题，采取内部交办落实和外部协
调解决“双推进”，全力推动企业复工达产。

截至目前，洛阳市已有 1537 家国家科
技型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复工率达 93.2%；
629 家高新技术企业复工复产，复工率达
99.5%。

厚植科技创新新优势 支撑
打造新的增长极

在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的重要时
刻，省委、省政府高规格召开加快洛阳副中
心城市建设工作推进会，吹响了加快推进洛
阳副中心城市建设新的号角。

“加快建设副中心、致力打造增长极，为
巩固疫情防控成果、进一步推动洛阳高质量
发展指明了路径、提出了要求。”洛阳市科技
局负责人表示，将紧紧扭住创新驱动和产业
转型升级两个关键，在产业与院所结合、军
工与民用统筹、产业链与创新链对接、制造
业与服务业融合上聚力加力，突出抓好重大
载体、创新主体、平台机构、科技人才、重大
项目等关键环节，加快构建现代创新体系，
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走好从科技强到产业
强、经济强的创新发展之路。

高水平建设自创区。加快自创区自贸
区高新区“三区融合”，探索建设自创区“一
区多园”，谋划建设智能装备共性关键技术
创新与转化平台，统筹实施自创区产业集群
专项，在先进装备制造、钛钼钨金属材料、硅
光伏等领域加快形成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产
业集群。

着力集聚创新资源。洛阳将持续发力
“双倍增”行动，着力培育一批创新龙头企
业、“瞪羚”企业，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100家
以上、总数超过 700 家；在智能矿山装备、
生物医药、海洋工程材料等领域申建国家
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新建创新平台
300个。持续实施“河洛英才”“玉洛汇”计
划，引进培养高层次人才团队、大学生创新
创业团队 100 个以上。建好院士工作站、

“中原学者”科学家工作室、杰出外籍科学
家工作室。

实施重大科研攻关。洛阳瞄准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主攻方向，聚焦产业转型升级
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实施省“十百千”转型
升级创新专项、市级科技重大专项 30项以
上，在铜合金新材料、非洲猪瘟综合防控、
智能制造、绿色耐火材料等领域突破一批
核心关键技术，形成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
的硬核产品。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洛阳推进省科技
金融结合试点市建设，提高“科技贷”运行效
率，探索科技成果转化风险补偿新模式。加
快构建技术转移体系，高效运营科技中介超
市、科技（金融）大市场，探索建设一批中试
基地，推进科技成果就近就地转化，提升服
务洛阳经济发展的能力。

洛轴职工对风电主轴承进行清洗 潘炳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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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足马力生产防疫物资

疫情当前，有备无患。2月 1日夜，洛阳
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决策，正式启动
洛阳市医疗应急救治中心建设。

“接到这个订单之后，我们连夜协调24名
员工7日早晨8点钟准时赶到工厂，开始生产
这批玻璃。”北玻股份洛阳玻璃公司总经理侯
会川介绍，“考虑到这个项目的特殊性和重要
性，我们临时又决定将该批普通玻璃升级为高
端 low—E节能玻璃，并且无偿提供给项目，
为抗击疫情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2月 8日上午，这批连夜生产的 400平
方米中空玻璃运送到洛阳市医疗应急救治
中心项目建设现场，比原计划时间提前了半
天，有力支持洛阳市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发生后，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洛阳片区企业洛阳爱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基于公布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迅速研
发和升级了病毒核酸提取试剂盒，并迅速满
负荷生产，每天能生产 2万份病毒核酸提取
试剂盒。公司 2月上旬为武汉火神山医院
提供了 10万人份病毒核酸提取试剂盒，还
向深圳、北京、上海、山东、湖南、广东等地提
供病毒核酸提取试剂盒超过27.3万人份。

洛阳民生药业集团积极响应医用物资企
业复工复产工作安排，从大年初一开始启动84
消毒液、75%医用酒精生产线，开足马力生产消
毒物资，每天达到了两万瓶的生产能力。

原本生产兽用药品的普莱柯生物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也及时调整生产线，转产防疫
消毒物资，生产的柯净——过硫酸氢钾复合
物粉（消毒剂）敞开供应洛阳防疫一线。

洛阳鸿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则紧急
研发出疫情防控跟踪软件，免费向社会捐赠使
用；河南山之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云
享物联研发出新一代无接触人脸识别测温仪，
支持戴口罩精准人脸识别，为疫情防控管理和
人民健康保护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加紧生产驰援武汉医院

洛阳新思路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紧急生产
医院专用配电箱驰援雷神山医院建设，就是
洛阳高新区企业支援抗疫一线的生动缩影。

“你买完配件后，赶紧坐最早一班高铁往
回赶，不能耽误一点时间。”2月1日10时，在位
于洛阳高新区的洛阳新思路电气车间内，总经
理胡洛平电话不断，正紧急协调着生产事宜。

1月 31日，洛阳新思路电气接到雷神山
医院项目总承包方中建三局的紧急采购函，
要求其为雷神山医院提供 13套医院专用配
电设备。

“时间太紧张了，1月 31日接到采购函，
产品 2月 2日就得发走，得分秒必争。”洛阳
新思路电气总经理胡洛平介绍，由于配电设
备属于定制化产品，需要根据用户需求进行
组装，该公司没有现货。当天下午，洛阳新
思路电气召开紧急会议，看要求、查库存、找
配件，确定生产方案。

正值春节假期，人手不足、配件不齐，组
织生产难度较大。外地员工回不来，胡洛平
挨个给洛阳本地员工打电话，最终聚齐了29
名工人；本地凑不齐配件，该公司多方打听，
到省内其他城市选购。

“2月 1日上午人员到位、配件备齐，我
们开始生产。为支援武汉地区抗击疫情，保
障雷神山医院如期投入使用，工人们热情很
高，24小时加班加点，不计成本，全力以赴保
障生产。”胡洛平说。

13套医院专用配电设备于2月2日下
午组装完毕连夜发往武汉，用于雷神山
医院急救室和重症监护室建设。

令人感动的是，洛阳的一家物流
公司得知这批设备用于武汉防疫一线
时，义无反顾地专门派出车辆和人员
免费承担运送任务。

捐款捐物支援抗疫一线

“这点东西不算啥，主要是想为抗疫
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2月 20日下午，洛阳圣瑞智能机器人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庆华和员工们将一箱箱方
便面从面包车上搬下来，不一会儿300箱方
便面就摞成了一座小山。“说实话，一线防控
人员确实很辛苦，我们看了也很感动。东西
不多，多少是一份心意。”

在洛阳高新区，像圣瑞智能机器人公司
这样踊跃为战“疫”捐赠物资加油鼓劲的爱心
企业不在少数。

3月 19日，东莞徐记食品有限公司洛阳
分公司通过洛阳市红十字会，向洛阳高新区
捐赠1500多箱价值82.3万元的糖果和巧克
力，助力一线防控人员战“疫”。

抗疫一线，消毒、防护物资是紧俏货。
洛阳高新区企业不忘责任，勇于担当，

依托各自的资源优势，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纷纷募集防疫物资，无偿捐赠给洛阳高
新区，为战“疫”加油助威！

1月 29日，视光光学科技(河南)有限公
司捐赠护目镜 199个；2月 3日，洛阳维度能
源产业园捐赠 30吨 84消毒液原液（次氯酸
钠）；同日，洛阳市浩洋服饰有限公司送来防
护服 40套；2月 9日，洛阳乾发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捐赠医用外科口罩 5万个；3月 10
日，洛阳丰球房地产有限公司捐赠一次性口
罩2万个……

企业、党员、爱心人士有钱出钱，有力出
力，纷纷为战“疫”献爱心。

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院洛阳基地捐款
30万元；河南中林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捐
款10万元；洛阳腾瑞置业有限公司捐款5万
元……

爱心人士杨庆峰、张延斌，自掏腰包购
置了10000个医用一次性口罩，无偿捐献给
洛阳高新区抗疫一线。

据洛阳高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统计，截至 3月 24日，高新区爱心企业和
爱心人士共捐赠防疫物资价值 230.3万元，
防疫资金84.74万元。

复工复产加快经济发展

4月 6日，在洛阳高新区的省重点工程
格力电器（洛阳）中央空调智能制造基地、洛
阳银隆新能源汽车生产制造基地项目现场，
工人们戴着口罩，正紧张地施工作业，一片
热火朝天的景象。

从 2 月初开始，格力智能制造基地项
目，按照市、区部署要求，一边做好疫情防
控，一边恢复施工，全力冲刺建设目标。目
前，项目一期车间主体已基本完工，8栋倒班
宿舍楼、1栋食堂已基本竣工。钣喷车间、物
资仓库进展顺利，部分工序已进入设备基
础施工阶段。

在银隆新能源汽车生产制造基地专用车
生产厂房，为按期完成新接的多个市场订单，公
司充分发挥规模优势，从外地产业园紧急调配
熟练工人支援洛阳，加快恢复正常的生产节奏。

早在 1月 26日，洛阳高新区紧紧围绕
疫情防控大局，强化对复工复产企业的服务
工作，全力当好复工复产企业的“服务员、巡
查员、辅导员”。

帮扶“助企”。对区内 93家重点工业企
业的复工复产计划、离洛及返洛员工及家属
信息建立台账，确保人员排查全覆盖；制订
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实施方案，明晰措施标
准，全力解除企业复工复产后顾之忧。

措施“暖企”。实行“一对一”驻企联络
员制度，派驻联络员到企业指导疫情防控工
作，采取“一企一策、一事一策”，精准解决企
业复工复产存在问题，先后为新思路电气、
锐创电气等企业协调解决原材料来源等问
题；协调解决北方易初、洛单集团等企业车
辆交通运输难题。

政策“惠企”。出台应对疫情稳定经济
运行 8条政策措施，设立 1280 万元专项还
贷周转金资金池，及时有效地缓解了企业在
融资、流动资金、防疫体系建设、加速提能扩
产等方面面临的诸多困难。

截至 3 月底，全区 9 家市级重点企
业、8 家提质倍增企业、6 家驻洛央
（省）企、22家军工企业及全区 101家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91家重点配套
企业复工率100%。

□王雪娜 张炜

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离不开科

技力量。

日前，习近平

总书记在北京考察

新冠肺炎防控科研

攻关工作时强调，人

类同疾病较量最有

力的武器就是科学

技术，人类战胜大灾

大疫离不开科学发

展和技术创新。

疫情当前，分

秒必争。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洛阳

市科技局快速响

应，积极行动，动员

组织企业、高校、科

研机构担当作为、

攻坚克难，通过加

快推进应急科研攻

关、制定科技惠企

政策、转化成果助

力一线抗疫等措

施，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贡献洛阳

科技力量。

企业加紧生产消毒物资

洛
阳
市
科
技
局

精
准
服
务
护
航

科
技
惠
企
暖
心

格力电器（洛阳）中央空调智能制造基地加快建设步伐

洛阳市科技局推出“一企一员”精准
服务，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