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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牢社会责任 为创业者撑起一片蓝天
——看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东区）如何打造创新高地

曾经的荒郊野地，如今

闻名全国的创业新城。

体量上，河南省国家大

学科技园（东区）规划 1500

亩总用地面积，210万平方

米的建筑体量，即使在全

国，也是一流方阵。

经济效益上，2020 年

园区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03

亿元，纳税4.6亿元，吸纳就

业人数4.47万人。

引进企业数量上，截至

2020 年年底，入园企业已

达1241家。

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

园（东区），是我省专业园区

发展的典范，是河南省重要

的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基地、

创新创业人才聚集培育基

地、高新技术产业辐射基地

等，始终与企业齐心协力，

共克时艰，勇担社会责任，

为创业者撑起一片蓝天。

抗疫情
大学科技园打出影响力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造

成重大冲击，一方面是疫情防控不放

松，一方面是复工复产不停步，如何两

者兼顾，这对入驻企业 1200多家，近

5万人就业的大学科技园（东区）来讲

绝对是个挑战。

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东区）总

经理陈建说：“疫情是场大考！作为园

区运营方，首先，我们要给予企业以信

心，拿出真金白银，拿出真方案，团结

大家，共渡难关。”

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东区）积

极统筹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应对疫情

风险，恢复企业活力，第一时间倡议为

延迟复工的企业给予房租减免，并对

园区企业免除 2个月房屋租金，仅此

一项，减少收入近千万元；为复工复产

的企业提供防疫物资、口罩、消杀用品

等；一系列保姆式服务使企业在困难

时刻感受到温暖，疫情大考，大学科技

园交出优异答卷。

论招商
大学科技园是省内的排头兵

园区一二期总建筑面积 60万平

方米，已全部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招

商引进入园企业近千家，行业涉及新

能源、新材料、环保类、高端制造、生物

医药、软件研发、互联网+等，企业入

驻率100%。

三期 E 地块在建面积约 21万平

方米，预计总投资约 10 亿元。针对

三期 E地块的招商，园区招商副总潘

新凤介绍：“园区将围绕高新区主导

招商方向，结合园区自身产业优势，

一是突出企业总部的引进；二是加强

创新综合平台载体的建设；三是争

取新型研发机构落地；四是基于现有

产业，招引行业方案解决商，促成产

业跨界耦合；五是进一步强化要素保

障，挖掘项目可用物理空间，重点引

进高成长企业、独角兽企业、科技小

巨人企业、瞪羚企业、一定规模的建

筑业、高端制造业等，推动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

大学科技园经过多年的积淀成

长，科技类企业高速向此聚集，高层次

人才纷纷入园创业发展，为科技型中

小企业发展提供各种优势资源，真正

实现以商招商、以产招商、以链招商，

在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速区域

经济建设、缓解就业压力等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

搞创业
大学科技园打造出成熟模式

全 年 服 务 企 业 申 报 科 技 项 目

102项

帮助企业获得研发补助3749万元

开讲培训活动136场

公益培训企业人数突破 10000

余人次

即使在疫情冲击的2020年，大学

科技园也是服务企业不停步，促成了

多家企业形成了业务合作以及多项技

术对接合作。

近年来，大学科技园搭建了“10+

1”孵化服务平台，创办企业成长大学

等，开展创业导师企业行、私董会、行

业（发展）论坛、专家问诊辅导等特色

服务活动共 186 场，累计服务企业

843家，服务1万余人次，促成72家企

业业务合作，资源对接企业 62家，技

术合作18项。园区还通过企业申报，

园区评选，树立典型鼓励优秀以多种

形式为入园企业提供种子孵化资金、

创新创业券支持，发放创新创业券

109.8 万元，获得奖励企业累计 164

家。

以服务为引领，以活动为抓手，建

设创业孵化生态体系，凝聚市场力量

打造高质量发展引领区，赋能企业、助

力企业发展。

保姆式服务营造了良好的创业氛

围，截至 2020年年底，大学科技园在

孵企业 201家，累计毕业企业 88家，

累计孵化企业456家。新三板挂牌企

业 8家，新四板挂牌企业 81家，高新

技术企业 193家，规上企业总数达到

99家，郑州市科技型企业 313 家，国

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共有349家。省

级、市级研发机构 43家，其中郑州市

院士工作站2个，专利总数5293项。

“十四五”
大学科技园迈上新征程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如何

谋划未来的发展？如何继续在创新创

业上取得更好成就？

3月 25日，大学科技园举办的“新

格局·新征程”企业发展论坛暨第八届

企业家俱乐部年会，解码新格局发展机

遇，碰撞前沿思想；举行了大学科技园

（东区）软件联盟揭牌和启动仪式、园区

与省外投资机构战略合作签约及“科创

之星”项目展示，举办圆桌对话——《我

的融资之路》5家新三板上市企业家分

享各自融资历程，探讨融资痛点，为园

区企业融资指明了方向。

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东区）总

经理陈建说：“2021年园区将紧抓新

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机遇，以‘十四

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为指

导，继续发挥各个平台的力量，持续带

动各行业领域协同发展，加快培育企

业高质量发展，打造智慧科技园区，让

专业服务常态化，同心协力为企业谋

发展，不遗余力为双创献力量。”

气势恢宏的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东区），已经成为河南创新高地

3月25日，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东区）举办的第八届企业家俱乐部年会

鹤壁市山城区医疗保障局严格
落实“四个不摘”要求，持续巩固扶
贫成效，有效防范因病返贫致贫风
险，与区扶贫办及时沟通，建立困难
人员参保动态管理机制，做好困难人
员信息对接共享，及时跟进低保户、

脱贫户和边缘易致贫人口医保待遇
落实。截至目前，该区 4129 名脱贫
人口、4867 名城乡低保人口、224名
特困人员、17名困境儿童、92名边缘
易致贫人口已全部参保，困难群众医
保参保率达到 100%。 （申保军）

为进一步规范居务监督委员会
建设，提高社区监督委员会履职能
力，4月 6日，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杏花营街道召开 2021年居务监督委
员会培训会，由街道纪工委书记张霄
峰带领大家学习了居务监督委员会
的培训手册，针对当前社区监委职责
不明、职能不清的问题，从居务监督
委员会的职责、权限、程序监督等方
面进行了系统培训。此次培训明确

了居务监督委员会的工作重点，并要
求监督委员会成员对乡村振兴领域
各项惠民政策落实情况，党务、村务、
财务公开情况等事项开展深入监督，
尽早发现并纠正“小苗头、小问题”及
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等。会议
强调，各居务监督委员会要切实担起
责任、明确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权利和
义务，为营造风清气正、和谐稳定的
杏花营而努力奋斗。 （李明明）

跟进推动困难人员医保待遇落实

召开2021年居务监督工作培训会

丁世民、吴晓光、孟凡超、肖克：
《夏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工作

人员拖欠贷款责任追究管理办法》（夏
农信资﹝2021﹞2号）、《夏邑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工作人员拖欠贷款责任追究
管理办法（修订）》（夏农信资﹝2021﹞3
号）已由夏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第
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因你们 4人下落不明，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述文件，自公告
之日起三十日内前往夏邑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资产保全部领取，逾期即视
为送达。

特此公告。
夏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21年4月9日

公 告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以拍卖
方式出让ZMDK-2020-31号宗地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宜公告
如下：

一、拍卖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及相
关要求详见：《拍卖出让须知》及相关出
让文件；实际出让面积以实测面积为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
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在驻马店市中心城区内，有欠缴土
地出让金等行为的用地单位和个人不得
参与宗地竞买活动。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

在互联网上交易，登录方式：输入
（http//www.zmdggzy.gov.cn/TP-
Front/），进入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河南省·驻马店市）页面，点击土地交易
登录窗口，查看出让宗地信息或参与竞
买活动。凡在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办理数字证书，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
保证金并取得该宗地《竞买保证金到账
确认书》的申请人，均可参加网上拍卖出
让活动。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拍卖出让按照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
原则确定为竞得入选人。

四、申请人可于公告期2021年4月
9日至2021年4月29日前登录驻马店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交易系统，浏
览或下载《拍卖出让须知》及相关出让文
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
网上竞买。

本次网上拍卖出让竞买保证金到账
截止时间为2021年4月29日17时（竞
买保证金须按网上交易系统生成的保证
金账号交纳）。报名截止时间为2021年
4月29日17时。拍卖限时竞价时间定
于：2021年4月30日8时30分。

五、本次招拍挂出让公告在中国
土地市场网、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河南省·驻马店市）、《河南日报》、河
南日报客户端、大河网、大河客户端同
时发布。

六、本次招拍挂出让公告信息、时
间、内容等不一致的，以全国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河南省·驻马店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网上交易系统发布的信息
为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网上拍卖有关时间及其他事

项如有变动，以网上交易系统发布的通
知为准。

（二）拍卖出让活动结束后3个工作
日内，竞得入选人需提交网上竞得入选
人证明和出让文件要求的相关资料进行
资格审查。经审查无误后将竞得入选人
确定为竞得人并签订成交确认书。不符
合要求的，竞得结果无效，并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八、联系方式
出让人联系人：冯先生
电话：0396-2626212
承办方联系人：郭女士
电话：0396-2609220
数字证书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17838648654

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4月9日

河南省驻马店市ZMDK-2020-31号宗地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驻自然资出让告字［2021］12号

宗地编号

ZMDK-

2020-31号

备注：宗地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自然资函[2020]26号、驻自然资函[2021]40号文件执行。

宗地

位置

板桥路
与竹沟
路交叉
口东南

角

用地

面积

（㎡）

43700

土地
用途

商住
用地

出让

年限

（年）

商业40

住宅70

容积率

1.8-3.0

建筑

密度

(%)

≤35

建筑

限高

(米)

80

绿地
率(%)

≥30

出让起
始价（万
元/亩）

252

竞价

增幅

（万元/亩）

2

竞买保证
金

（万元）

8233

□李保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