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活高质量发展第一动力

□本报记者 尹江勇 刘晓波

近年来我省技术交易持续保持高速增
长势头，“十三五”期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
增长达7倍以上。是什么原因让我省技术合
同成交额连创新高？

“支撑我省技术合同成交额逐年攀升
的，首先是技术创新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同步
加强。”3月3日，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也是技术交易
的主体。近年来我省创新型企业培育实现
了量质齐升，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达到
11826家，居全国第 5、中部首位；2020年新
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再创历史新高，总
量达到6324家。

在去年我省技术交易市场中，企业法人表
现活跃，贡献了技术合同成交总额的94.78%。
这表明企业在技术研发上的投入加大，技术升
级的需求强烈，以及参与技术交易的信心提
升。特别是郑洛新自创区的创新发展实力领
跑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占全省的61.4%，
技术合同交易额占全省的79.8%。

其次，我省不惜“真金白银”激发企业和
科研单位的创新活力。这背后既有政策释
放的红利，也有一系列鼓励创新的实招。

一方面，我省积极落实各项税收、财政
和金融政策，强化政策对企业的激励引导作
用，其中，仅用 15.35亿元的企业财政补助经
费，就带动企业投入研发费用 317.2亿元，发
挥了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引导作用。

另一方面，我省积极探索完善科技成果
转化激励机制，针对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
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改革开展试点，对
于技术转移无论是“卖出去”还是“买进来”
都给予奖补，2020 年有 66 家单位获得了
2397万元技术转移奖补，极大激发了技术转
移主体积极性。

“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参与技术交易有
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企业参加技术合同
登记已经普遍由自发变成了自觉。”该负责
人说。

支持技术交易额增长的另一大助力，是
我省创新平台、新型研发机构载体、技术转
移示范机构的不断壮大。

目前，全省 17 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
都建立了技术交易市场，为促进技术交易搭
建了便利的体系化网络，同时，我省积极“走
出去”对接京、沪、陕等地，取得了良好效
果。2020 年，西安交通大学面向我省企业
发布科技成果 381 项，与我省 86 家企业进
行了精准对接。③9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 刘晓波）2020年我省技术合同成交
额再创新高，共签订技术合同11751项，同比增长26.22%；成交
额达到384.50亿元，同比增长64.27%……3月 3日，记者从省科
技厅获悉，近年来我省技术交易保持高速增长势头，“十三五”期
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达7倍以上。

统计显示，2020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居前三位的技术领
域是城市建设与社会发展、先进制造、新材料及其应用，分别达到
121.46亿元、83.82亿元、36.11亿元。其他技术领域中，现代交
通、环境保护与资源综合利用、农业的同比增幅较大。

2020年，我省的企业法人继续保持技术交易主体地位，输
出技术合同8804项，成交额 364.43亿元，占全省技术合同成交
总额的94.78%。

2020年，我省强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建设，推动先进科
技成果在我省落地转化，有力促进了技术市场的蓬勃发展——

“十三五”期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超7倍，2020年达384.5亿元

我省技术交易保持高速增长

技术合同成交额缘何连创新高

近年来

我省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达到 11826家，居全国第5、中部首位

2020年

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到6324家

新培育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21家，总数
达到 114家

新备案省新型研发机构 20家，总数达到
10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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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辉）3 月 3日，记
者从省工信厅获悉，在工信部认定的
第二批全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
单中，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新大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四
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 87家
河南企业上榜。两批合计有 92家豫
企进入全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库。

同时，按照财政部、工信部《关于
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通知》要求，省工信厅即日起启动了

河南省第一批重点“小巨人”企业和第
一批支持国家（或省级）中小企业公共
服务示范平台推荐申报工作。据介
绍，中央财政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将安排 100亿元以上奖补资金，分三
批支持1000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加快培育一
批专注于细分市场、聚焦主业、创新能
力强、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助力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
实做强做优，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性和竞争力。③5

本报讯（记者 栾姗 何可）3 月 4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河南服务基地在
郑州揭牌，这是继 2019 年 11 月上海
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服务河南基地之
后，第二家在河南落地的证券交易所
服务机构。至此，A 股市场两大证券
交易所均在河南设立了服务基地，为
河南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
基础。

近年来，在沪深两市证券交易所
的支持下，河南企业上市步伐加快，资
本市场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仅 2020
年，我省就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 12
家，创 10年来新高。截至目前，河南
共有A股上市公司 88家、港股上市公
司 32家。尽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
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仍有较大的提
升空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河南证监
局、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郑州
高新区签订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河南
基地共建协议》，四方将通过创新合作
机制、扩大合作领域，为企业直接融资
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深圳证券
交易所副总经理李辉说：“我们将把河

南基地建设成为河南科技创新型企业
质量培育的平台、创新类资本工具开
发应用的平台，推动河南资源型经济
转型和科技创新。”

按照协议，深圳证券交易所河南
服务基地将结合郑州高新区在科技
创新资源、孵化培育体系、科技金融
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打造深圳证券交
易所服务河南的样板，并全面推动中
原地区优质企业与资本市场进行对
接，帮助更多高科技中小企业进入多
层次资本市场，助力河南科技、资本
和产业的高效循环，实现经济高质量
发展。③8

深交所在豫开设服务基地

我省新增87家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本报讯（记者 曹萍）3 月 4日，记
者获悉，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通
过特别审批程序应急批准中国中医科
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的中药
清肺排毒颗粒、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
司的化湿败毒颗粒、山东步长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的宣肺败毒颗粒上市。

据悉，清肺排毒颗粒、化湿败毒颗
粒、宣肺败毒颗粒是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以来，在武汉抗疫临床一线众多院
士专家筛选出的有效方药清肺排毒
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的成果转
化，也是当时在抗疫临床一线经过实
践和总结筛选出的“三药三方”中的

“三方”，疗效得到了印证。
这三种颗粒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

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千金苇茎汤
等，其中清肺排毒颗粒用于感受寒湿
疫毒所致的疫病，化湿败毒颗粒用于

湿毒侵肺所致的疫病，宣肺败毒颗粒
用于湿毒郁肺所致的疫病。

“在去年医院救治新冠肺炎患者
时，运用过这几个方子，而且这几个方
子被写入国家第七版新冠肺炎的诊疗
方案。”3月 4日，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医务部主任、主任中医师王
海峰介绍，此次中药颗粒的上市经过
了严格的临床试验，有了全面的科研
数据支撑，适应证、适应人群等更加明
确，临床应用更加方便，更利于推广，
中医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面将发
挥更大的作用。

这三种中药颗粒对于治疗新冠肺
炎有效，但普通人群不可随意用来进
行新冠肺炎的预防。王海峰提醒，“中
药的使用讲究辨证施治，需要根据体
质具体用药，所以大家不可盲目使用
这些中药颗粒，需要遵循医嘱”。③5

三种治疗新冠肺炎中药颗粒获批上市

3月 4日，襄城县丁营乡的许昌市力风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工人在制作运动
鞋。该县发挥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和产业工人的优势，吸引产业落地，推进就业
扶贫产业车间转型升级，助力乡村振兴。⑨3 牛书培 摄

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3 月 4日，
副省长武国定到省扶贫办调研，研究
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工
作，安排部署近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重点任务。

在听取省扶贫办和有关部门的工
作汇报后，武国定指出，当前“三农”工
作正处在衔接期、过渡期、调整期，我
们要认真贯彻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
神，努力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上
走在全国前列。

武国定指出，我省脱贫攻坚的实
践证明，全省广大扶贫干部是一支作

风过硬、勇于担当、敢拼能赢、能打硬
仗的铁军。立足新发展阶段，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任务繁重，加强过渡衔接
要求很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任重道
远，要不松劲、不懈怠，扎实做好衔接
工作。

武国定强调，要把脱贫攻坚的成
果巩固好，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要
把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衔接好，确保
实现平稳过渡；要把脱贫攻坚中形成
的好经验和做法总结好，继续发扬光
大；要把各项工作举措落实好，再创工
作佳绩。③9

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努力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上走前列

2020 年，我省新增

境内外上市公司 12 家，

创 10年来新高。截至目

前，河南共有A股上市公

司 88 家、港股上市公司

32家。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3月 4日，国
家航天局发布 3幅由我国首次火星探测
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拍摄的高清火星
影像图，包括 2幅全色图像和 1幅彩色图
像。

全色图像由高分辨率相机在距离火
星表面约330千米至350千米高度拍摄，
分辨率约 0.7米，成像区域内火星表面小
型环形坑、山脊、沙丘等地貌清晰可见，
据测算，图中最大撞击坑的直径约 620
米。彩色图像由中分辨率相机拍摄，画
面为火星北极区域。

2月 26日起，“天问一号”在停泊轨
道开展科学探测，环绕器高分辨率相机、
中分辨率相机、矿物光谱仪等科学载荷
陆续开机，获取科学数据。环绕器上的
高分辨率相机配置两种成像探测器，能
够实现线阵推扫和面阵成像，对重点区
域地形地貌开展精细观测。中分辨率相
机具备自动曝光和遥控调节曝光功能，
能够绘制火星全球遥感影像图，进行火

星地形地貌及其变化的探测。
为什么有的火星照是黑白的，有的

是彩色的？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新闻发言
人、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副
主任刘彤杰表示，黑白还是彩色照片与
拍摄模式有关，高分辨率相机的照片，是
探测器在大椭圆轨道上运行时，采用线
阵推扫的方法拍摄而成的，分为全色、彩
色、自定义等模式，其中全色（即黑白）图
像最为清晰，数据量最大，科学价值最
高。彩色图像清晰度是全色图像的四分
之一，全色和彩色模式的图像融合处理
后，就会得到既清晰又美观的彩色图。

“中分辨率相机只有静态拍摄模式
一种，就是用‘凝视’拍摄模式，让相机一
直对着某个区域‘凝视’，整体分辨率会
相对低一些。”刘彤杰说。

“这是中国首次拍摄的近景火面图
像。”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主任包为民介绍，
火星探测之路可谓险象环生，我国首次

火星探测任务起步虽晚，但起点很高、难
度也很大，计划一次实现对火星的“绕、
着、巡”三种探测。为确保后续任务的顺
利实施，“天问一号”在到达火星后，还要
对预选着陆区乌托邦平原的地形地貌进
行详查、对进入火星的飞行走廊气象进
行观测。经风险评估后，将在 5月到 6月
择机着陆火星，进行巡视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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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图像由中分辨率相机拍摄，画面为火星北极区域。新华社发（国家航天局供图）

小型环形坑小型环形坑、、山脊山脊、、沙丘等地貌沙丘等地貌

●为了激发技术转移主体积极性，我省积极完善落实
技术成果转移转化政策。先后研究起草了赋予科研人员职
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等文
件，探索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新机制和新模式，激发科研
人员创新创业活力。全年对66家省内有关单位给予技术转
移奖补共2397万元，产生了显著的激励作用。

●为了加速全省科技成果转化，我省着力培育提升科
技成果转化载体平台。2020年新培育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
构21家，总数达到114家；新备案省新型研发机构20家，总
数达到102家；依托中信重工、宇通客车、郑州大学等企业及
高校组建了13家省技术创新中心；积极发挥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公共服务网络平台作用，截至2020年年底，平台已入
库技术成果、高层次人才及技术需求信息4万余项。

●为了吸引先进科技成果在我省落地转化，我省大力
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对接活动。去年推动省政府与西安
交通大学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西安交大面向我省企业
发布科技成果381项，与我省86家企业进行了精准对接；与
洛阳共同举办科技成果直通车暨成果对接会，与新乡共同
举办第三届高校院所河南科技成果博览会，征集展示300
余项科技成果，签约项目125个，总投资359亿元。③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