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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师喆 尹江勇

金秋时节，盛事盈门。10月的中原大地，迎来了

科技创新领域的亮点纷呈——

首批 8家河南省中试基地和首批 10个河南省产

业研究院正式揭牌；

省会郑州成为首个主办全国“双创活动周”的中部

城市；

“嵩山”“神农”之后，河南第三家省实验室黄河实

验室也揭牌成立；

第四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暨第二届

中国·河南开放创新跨国技术转移大会同步召开……

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河南正在改变——变在重视

创新的氛围更加浓厚，变在专注创新的势头更加迅猛，

变在推动创新的举措更加有力。

省第十次党代会以来，锚定建设国家创新高地的

河南，正全面加速奋进的步伐。

鸡粪能否环保无害化处理，正
在成为困扰养鸡业的一条“生死
线”。为此，金凤牧业一直想引进荷
兰多赛公司先进的禽粪固态绿色资
源化利用关键技术。

“这个项目我们与荷兰方面足足
谈了5年，一直都没引进成功。幸运
的是，借助由政府主导的‘揭榜挂帅’
的平台，总算拿下了。”10月20日，金
凤牧业负责人张元鸣感慨地说，“政
府搭建这样的平台，为我们省去了很
多不必要的工作。作为企业，我们很
高兴看到省里的创新生态越来越
好。”

何谓创新生态？它如同“阳
光”、“空气”和“水分”，是创新活动
赖以存续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和环
境。

为了把创新生态这个系统工程
建设好，河南拿出了真招实招，付出
了耐心细心。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让科
研人员“更有权”。开展赋予职务科
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
建立科学分类、合理多元的科研绩

效评价机制。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
技成果所有权，赋予科研人员不低
于 10年的职务科技成果使用权，推
动我省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向纵
深方向迈出坚实一步。

—— 深 化 科 技 奖 励 改 革 ，让
科技激励“更提劲”。突出以创新
能力、创新质量、实际贡献为导向
的奖励工作机制。制定出台《河
南 省 深 化 科 技 奖 励 制 度 改 革 方
案》，完善奖种结构，构建科技奖
励体系。

——实施企业研发费用财政奖
补政策，让科技金融“更给力”。加
快发展科技金融，设立三只科创类
政府投资基金，面向科技型中小企
业开展“科技贷”业务。截至今年 6
月底，全省“科技贷”业务已实现放
款 58.64 亿元，累计支持科技企业
1170家（次）。

下一步，河南还将强化对创新
生态的评估考核，不断完善政策、优
化服务，给足“阳光雨露”，营造最佳
创新创业生态，让创新活力充分涌
流在中原大地。

抓住科技创新“关键变量”
打造更多“嵩山实验室”

持续营造“热带雨林”式的创新生态

不断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能量”

百天内3家省实验室
揭牌带来了什么？

专家点评

7 月 17 日，河南首家省实验室嵩

山实验室揭牌。随后不足百天时间

里，神农种业实验室、黄河实验室也相

继成立，将为全省重塑实验室体系探

索路径、积累经验、提供范式。创新，

成为新发展格局下加快建设现代化河

南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河南科技事业全面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关于科

技创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围绕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国家战略，

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

求，着力推动创新驱动提速增效，取得

了显著的成效，科技创新支撑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当前，河南发展站上了新的历史

起点，到了可以大有作为的关键阶

段。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

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前瞻 30年的

眼光来想问题、作决策，在拉高标杆中

争先进位，在加压奋进中开创新局。

9 月 7 日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提

出“两个确保”，即要“确保高质量建设

现代化河南、确保高水平实现现代化

河南”，全面实施“十大战略”，向全省

释放出了省委省政府要下大力气狠抓

创新的鲜明信号，为我省科技创新工

作明确了方向。

河南作为全国经济大省、人口大

省，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河南新征程、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需要创新、依赖创新。全省上下

必须形成高度共识并真正付诸行动，

把创新摆在发展的逻辑起点、现代化

建设的核心位置，全力建设国家创新

高地，坚定走好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这个“华山一条路”。

在发展思路上，我省要坚持“两头

抓”，一头抓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部署和

对接，努力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

重要组成部分，一头抓产业技术创新

和全社会创新创造，强化高质量发展

的科技支撑，营造创新活力迸发的一

流创新生态。

省党代会召开之际，各地政府部

门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层层推进落实，

以创新的劲头推动问题一个个解决、

工作一项项落地、难关一个个攻克，这

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创新。这种

前所未有的共识和行动，是全省上下

对新发展格局下河南现在和未来的清

醒认识，更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奋勇争

先、更加出彩”嘱托的深入落实。③7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博
士 郑广建

（本报记者 尹江勇 师喆 整理）

在郑东新区中原科技城的核心位置，塔吊不停运转，焊花不
断闪烁，车辆来回穿梭……揭牌三个月后，嵩山实验室主体楼群
建设正酣。

工程建设如火如荼，科研进度步履不停。10月13日，嵩山实
验室理事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领域专用软硬件协同计算晶上
系统与软件支撑环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体系构建及关键技术
研究”……五大科研项目整装待发，将于近期启动。

时至今日，嵩山实验室筹备组成员杜轩仍是感慨万分：“想不
到省委、省政府如此重视省实验室建设，工作推进速度快、力度
强，一路亮绿灯。”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的远不止省实验室体系。近年来，河
南以创新载体、企业、平台、人才、机构、专项建设为重点，着力构
建自主创新体系，已取得显著成效。

——创新的“核心”日益强大。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等高端载体的引领示范作用持续增强。2016年我省获批建设国
家自创区以来，经过五年持续努力，郑洛新自创区已成为引领全
省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极。2020年郑、洛、新三市研发投入达
487.06亿元，占全省的54%；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12.29件，为全
省平均水平的2.72倍；技术合同成交额达306.8亿元，占全省的
79.8%；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57.4%，
高于全省14个百分点。

——创新的“果实”日渐繁密。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
业数量创历史新高。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由2015年年底的1353家
增至2020年的6310家，年均增速达36.16%，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12个百分点以上，占全国的比重由 2015年年底的 1.6%提升至
2020年的2.2%；科技型中小企业快速增长，我省国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数量首次突破万家，达到11826家，居全国第五，中部首位。

——创新的“枝干”日益挺拔。创新平台实现重大突破。国
家超算郑州中心获批建设并完成验收，成为全国第7家国家超算
中心；新增2家国家重点实验室，我省“双一流”建设高校国家重
点实验室建设实现了零的突破，全省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达到
16家。截至目前，省级重点实验室达到240家，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达到2426家，省级国际联合实验室达到251家。

河南能否在全国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占据发展主动，取决于
是否抓住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创新，是新发展格局下加快
建设现代化河南的必然选择，已成为河南高质量发展避不开的关
键词。

10月 16日凌晨，神舟十三号载
人飞船搭载 3名航天员前往太空站

“出差”。
“后勤大队”中有河南科技的身

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九院六九三
厂的电缆研制团队为环境控制与生
命保障系统精心制作了全套电缆网
产品，可保证航天员太空生活各分
系统、单机之间控制指令、信息传递
畅通无阻，为航天员太空生活提供
可靠的生命安全保障；河南航天液
压气动技术有限公司为神舟十三号
飞船热控分系统提供了温控阀、自
控阀、过滤器等多种类特种阀门，主
要用于神舟飞船热控分系统。

自神舟系列载人飞船使用了由
郑州大学科研团队研制的航天面窗
后，“河南科技”持续发力，一次又一
次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保驾护航。

郑州迎战新一轮疫情期间，也
有不少科技产品在助力抗疫中冲在
前列：郑州安图生物打造的河南首
台客车式核酸检测移动实验室，每
天最高可检测 2000名货运司机，2
个小时就能拿到检测结果；长垣市
驼人集团研发的智能控温医用正压
防护服，可以调节温度，解决医护人
员身穿防护服时的闷热问题；联通
5G 智能消杀机器人头顶“干雾”穿

梭于新郑机场，代替人工进行全方
位消毒……

科技创新，无时无刻不在影响
着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日常
生活。

一组数字就能证明：“十三五”
期间，我省共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
项、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67项，争取
中央经费12.54亿元，实施了一大批
省重大科技专项，在盾构、新能源客
车、光通信芯片、超硬材料、流感疫
苗等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市场占有率
均位居全国首位；小麦、玉米、花生、
芝麻等品种选育水平全国领先；全
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 2016 年
的 57.8%提高到 2019年的 62%，农
业科技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
阵。

从疫情防控阻击战，到脱贫
攻坚战，再到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战 …… 伴 着 河 南 昂 首 前 行 的 步
伐，科技创新的支撑坚定有力。

放眼“十四五”，新的路线图已
经指明了发展方向：站上新历史起
点的河南，将把创新摆在发展的逻
辑起点、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位置，以
等不起、坐不住、慢不得的紧迫感，
下好创新驱动的先手棋，打好“换道
领跑”的主动仗。③7

上汽乘用车郑州分公司总
装车间内工人正在忙碌。该公
司通过“制造+物联网”的创新
模式打造全球领先的“数字化
工厂”，为郑州建设全国具有重
要影响力的汽车及零部件制造
基地和新能源汽车研发基地不
断注入新动力。⑨6 本报资料
图片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10月 18日，在郑东新区龙子湖智慧岛的智慧岛大厦和中原龙子湖学
术交流中心，双创周气氛浓郁。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 阔步新征程阔步新征程 出彩奋进这五年出彩奋进这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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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应对
许多全球性挑战的有力武器，也是中国构建新发展
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
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