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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篇

拥有科幻外观，集5G技术、氢燃料电池、
无人驾驶等“黑科技”于一身……国家农机装
备创新中心发布国内首台“5G+氢燃料”电动
拖拉机，将5G应用场景与新型农机无人集群
场景有机结合，有效提升农机作业的可靠性。

作为这款产品的主要研发单位，中国一
拖在新时代不断焕发自主创新的勃勃生机。
时下，在洛阳自创区，这样的创新发展实例比
比皆是。

158个“洛阳支座”撑起港珠澳大桥，“洛阳
连接器”为“复兴号”动车组构筑“安全线”，“洛
阳创新”为国产大飞机C919编制“铁甲衣”……

“中国高度”“中国深度”“中国速度”惊艳世人，
不少工程闪耀着来自洛阳的“创新之光”。

建设自创区是国家和省赋予洛阳的重
大战略任务，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龙

头工程。自 2016年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获国务院批复以来，洛阳市积极开展先
行先试，加速完善政策措施，深入推进体制
机制改革，持续强化自创区“龙头效应”，让
创新这个发展第一动力澎湃强劲。

先行先试领跑全省——
洛阳市统筹推进高新区、自创区、自贸试

验区“三区”融合发展，组建洛阳自创区工程
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在全省首先获得
评审权；编制《河南省智能装备产业共性关键
技术创新与转化平台组建方案》，在郑洛新自
创区中率先通过专家论证。

政策引导更加有力——
洛阳市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洛阳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郑洛新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洛阳片区建设实施方案》等

50余个政策文件，构建以现代创新体系为统
领，以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为支撑的

“1+3+N”政策体系，支持鼓励创新的政策导
向更加鲜明。

创新环境不断优化——
洛阳市推出创新“金十条”政策，支持大

院大所大企业深挖科技资源“富矿”，探索实
行“一枚印章管审批”“一支队伍管执法”“一
个专网搞服务”等措施。日益优化的创新环
境，进一步激发了大院大所大企业的创新活
力和创造动力。

截至目前，自创区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以
上创新平台（载体）数量均占洛阳市的 2/3以
上；年技术合同交易额 45亿元，占洛阳市的
94%；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6.1件，
超出洛阳平均水平的4倍。

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张炜

创新驱动，国之大势。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

随着中部地区崛起战

略的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

为国家战略，洛阳迎来了重

大历史机遇。省委省政府

赋予洛阳“建设副中心、打

造增长极、发力都市圈、形

成新引擎”的定位和任务，

“洛阳创新”迎来新的历史

使命。

进入“十三五”，洛阳以

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新发

展体系为支撑，谋划确定

“四高一强一率先”奋斗目

标和“9+2”工作布局。“科

技创新能力更强”“加快构

建现代创新体系”成为重要

组成部分。

围绕中央和省委决策

部署，洛阳市委、市政府着

力发挥优势打好“创新驱动

发展牌”，以自主创新示范

区建设为龙头，持续优化创

新生态，深入实施“双倍增”

行动，培育壮大“四个一

批”，着力打通“四个通道”、

促进“四链融合”，以科技创

新带动全面创新，创新活力

进一步释放，高质量发展迈

出坚实步伐。

挺起高质量发展脊梁高标准建设洛阳自创区

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平台载体
的搭建。

在洛阳这片“双创”热土上，中科科技园、
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洛阳北航科技园、洛阳
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园、国家农机装备创新
中心、洛阳中科信息产业研究院……这些各
具特色的创新平台载体星罗棋布、遍地开花，
无数的科技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十三五”以来，洛阳市深入实施创新主
体、创新平台“双倍增”行动，让高素质创新主
体成长涌现、高层次创新平台落地发力。

截至目前，洛阳市创新创业孵化载体数
量达到79家，其中国家级8家、省级 35家，在
孵企业超过 3418家。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
心获批组建，成为全省首个获批的国家级制
造业创新中心；中色科技股份、黎明化工研究
院、洛阳轴承研究所、洛阳栾川钼业集团等 4
家企业获批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作为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重头戏，
洛阳市在全省率先建设运营科技中介超市，打
造“线上+线下”一站式创新创业服务供给公共
平台。目前，已入驻科技中介机构119家，用户
数量9000余家，提供政策咨询、知识产权办理、
创业孵化等科技服务150项，267家企业在超市
平台领取首批电子“科技创新券”1.56亿元。

有了高层次的研发平台，企业创新如虎
添翼。

洛阳普泰研发的非洲猪瘟病毒荧光热对
流PCR快速检测试剂，一举拿下“中国最快非
洲猪瘟检测试剂”称号；兰迪机器成功研发了
2.5mm平弯玻璃钢化设备及钢化真空玻璃兰
迪V玻，成为真空玻璃的行业翘楚；中信成像
发布的中国首台 320 千伏微焦点工业锥束
CT机、桌面级高分辨工业CT机等产品，让安
检产品“能看能算能思考”；科博思是国内减
振扣件产品系列化最全的企业，是世界首家

拥有高性能一体成型合成轨枕自主知识产权
并实现批产的企业……

洛阳市围绕空间载体发展、公共服务平台
建设、“双创”大赛活动开展、金融模式创新等
方面，探索建立政府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新机
制，出台一揽子“真金白银”政策，支持小微企
业创新创业。围绕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洛阳市实施“创业担保贷”“科技
贷”等一系列创新措施。

目前，洛阳市科技创新券累计发放4.6亿
元，共支持 418家企业的科技创新项目，共兑
现科技创新券资金 8608万元，引导企业研发
投入45.3亿元。

“科技贷”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授
信超过5.5亿元，在各省级科技金融试点地区
中位居第一。今年省政府在洛阳设立首期规
模 100亿元洛阳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金，为
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注入了“源头活水”。

吸纳集聚创新资源加强高能级创新平台载体建设

在产业技术日新月异的新时代，老工业
基地如何转型发展、实现振兴？洛阳用“创
新”两字破题。

“十三五”以来，洛阳市集中全力打通政
产学研深度融合、军民企地对接转化、市场化
运作和人才成长“四个通道”，促进产业链、创
新链、资金链、政策链“四链融合”，实现产、
学、研、用多元化深度融合，打通科技成果转
化“最后一公里”，推动科研成果就地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

11月 18日至 19日，中国·河南招才引智
创新发展大会“2020招才引智专项行动”中国
博士后科技服务团（河南行）西安交通大学院
士专家博士后走进中原活动在洛阳举行，“最
强大脑”为洛阳产业发展带来了创新动力。

管中窥豹，一叶知秋。除了搭建创新平台
载体外，洛阳还以科技园区、孵化器、众创空间
建设为主攻方向，深耕科技创新沃土，构建“众
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园区”的全链条
专业化创新孵化体系，积极支持大院大所大企

业自建或联合知名高校院所等建设研发机构，
抢占创新发展先机、技术研发制高点。

入围首批郑洛新自创区产业集群专项的
12个课题成果丰硕，已突破50余项核心关键
技术；洛阳市 3个科技项目入选科技部“科技
助力经济 2020”专项，11个科技项目入围河
南省创新示范专项……今年以来，洛阳市瞄
准“565”现代产业体系的关键核心技术需求，
聚焦产业转型中的“卡脖子”难题，依托重点
企业和大型科研院所，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力
度，着力实施一批重大科技专项。

此外，洛阳市围绕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优
势产业细分领域，引导支持大院大所大企业
等牵头组建了 35个省级以上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行业
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同时，“科创成果直通车”系列活动全面启
动，洛阳市将用3年时间，举办16场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系列对接活动，通过政府搭台，集聚

创新资源，采取“线上+线下”“对接+服务”相
结合的形式，充分展示驻洛高校、大院大所大
企业、人才团队的创新成果，推动一批人才、技
术、项目落地。随着“科创成果直通车”活动深
入开展，洛阳市技术经理人联盟应运而生，依
托科技金融大市场技术交易平台，构建以技术
经理人联盟、技术经理人公司（机构）和技术经
理人为支撑的技术转移服务模式，通过链接集
成技术、人才、政策、资金、服务等创新资源，有
效促进技术供需对接和成果转移转化。

“站在高处，向着更高处进发。”洛阳市科
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洛阳市将聚焦副中心
城市和洛阳都市圈建设需求，全面深化构建
现代创新体系，厚植创新新优势，培育发展新
动能，不断提升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以
科技创新引领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

创新，照亮高质量发展之路。新发展理
念，吹响新时代奋进号角。以创新为第一动
力，扭住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加快实现动能提
档，洛阳昂首挺胸、阔步前行！③9

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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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全市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37%,超越全国水平，连续两年
位居全省第一

45.3亿元
洛阳市科技创新券累计发放4.6亿元，共支持418
家企业的科技创新项目，共兑现科技创新券资金
8608万元，引导企业研发投入45.3亿元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张炜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扶贫攻坚
的重要抓手和主要着力点。科技扶贫，
不仅是扶贫工作的一种有效手段，更是
能让扶贫成效在贫困地区落地生根的

“点金石”。
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洛阳市科

技局认真贯彻落实各级党委政府扶贫工
作部署，在省科技厅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下，把科技扶贫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坚
持科技引领，建立专班推动，以科技创新
驱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努力探索符合
实际、富有特色的多元高效扶贫路子，使
科技领域脱贫攻坚工作真正落地见效。

实施科技扶贫专项行动，提升
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水平

“十三五”以来，洛阳市科技局会同洛
阳市有关委局制定《科技扶贫十三五规划》
《关于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实施方案》，针对
贫困地区农业创新的实际，积极实施科技
扶贫专项行动计划，实现产业提升与科技
进步、农民增收与脱贫攻坚“双赢”目标。

加快产业技术引领，统筹各类科技
资源，搭建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平台，加快
科技成果在贫困地区应用转化；鼓励企
业对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加强产学研
合作，研究开发适于贫困地区科技产业
发展的适用技术与成果；适应农业产业
化经营大趋势，探索龙头企业建设分布
式扶贫基地的方法路子。

截至目前，共投入财政资金 900万
元，围绕当地主导产业或特色产业，安排
实施产业扶贫、创新引导等专项 18个，
推广种植面积4.8万亩，辐射带动123个
村，带贫4260户。

加强平台载体建设，打造农业
农村创新创业主阵地

以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小微企业孵化
为重点，以“星创天地”为载体，聚集创新
资源和创业要素，积极为农村创新创业提
供低成本、专业化、便利化的综合服务。

立足不同地域的资源禀赋，洛阳市
科技局瞄准当地农业主导产业和区域特
色产业，培育建设了现代农业、农产品深
加工、乡村旅游等不同类别的“星创天
地”。研究出台《洛阳市加快“星创天地”
建设扶持办法》，近两年，先后对 18 家

“星创天地”实施奖补1070万元。
目前，全市已备案各级“星创天地”

71家，其中国家级6家，省级16家，市级
49家，已入驻涉农企业、农民合作社、返
乡创业群体等“创客”640余个，带动就
业1万余人。

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增强
贫困群众发展致富内生动力

人才下沉，科技下乡，“科技特派员”
用科技为群众架起致富路。

省科技厅实施科技特派员助力脱贫
攻坚“十百千”工程，为全省脱贫攻坚提供
了重要的科技支撑和智力支持。洛阳市
科技局以“十百千”工程为牵引，加强产业
科技特派员服务团、科技特派员服务队、
科技扶贫项目、科普传播基地、科技特派
员工作站等“五个一”建设，鼓励科技特派
员带技术带项目进村入户，针对贫困群体
开展实用技能培训和技术服务。

据悉，2018年以来，洛阳市争取、选
派各级科技特派员 394名，组建省市产
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12个，科技服务队
9个，先后引进新品种 178个，推广新技
术 185 项，培训农民 1.8 万人次，带动
1600多户贫困户增收，基本形成了“科
技特派员+项目+基地+农户”的农业科
技社会化服务模式。

洛阳市科技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进一步强化使命担当，科技“赋能”精
准扶贫，把创新动能扩散到田间地头，巩
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开启乡村振兴新
征程，为高质量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贡献
科技力量。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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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重工七二五所生产的中船重工七二五所生产的
国内首套国内首套45004500米载人深潜器米载人深潜器

在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内在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内，，工作工作
人员讲解人员讲解““旅行者旅行者””号飞行平台号飞行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