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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苏医药产业合作专题
对接活动成功举办

驻马店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聚天中“才富”筑发展高地

西平 亮出新颜值 美出新气质

▲驻马店中天金骏车辆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操
控智能机械手臂进行激光焊接。7 弓华静 摄

▶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在黄淮学院指导大学生
科研创新。7 弓华静 摄

□本报记者 杨晓东 祁道鹏
本报通讯员 张鑫

给工程“看病”，全国第一家！
近日，平舆县坝道工程医院登上微博热

搜，成为无数网友热议的话题，这家能给各
种工程设施“把脉问诊”的科研平台，不仅名
字“霸道”，科技实力更“霸气”。

依托中国建筑工程防水之乡优势，平舆
县与中山大学合作，创新建设我国首个“体
检在现场、诊断在云端、专家在全球、服务在
身边”的坝道工程医院，建成后将为我国堤
坝、隧道地铁、地下管道及综合管廊等工程
基础设施的“疑难急险”病害诊断与修复治
理。这也成为该市以科研创新带动产业高
端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

以科技谋发展，向创新要未来。近年
来，驻马店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全市拥有河南省创新龙头企业2家，科技小
巨人企业 3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86家，
建成国家级创新平台 10个，省市级创新平
台载体 731 个，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
600多亿元，科技创新动能澎湃。

抓创新谋未来
构建发展高地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要把创新摆在
发展的逻辑起点、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位置，
做强创新平台，壮大创新主体，集聚创新人
才，完善创新制度，优化创新生态，建设国家
创新高地。

奋进“十四五”，开启新征程，如何在新
一轮区域竞争发展中掌握创新核心要素，以
科技创新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
发展，成为把握发展大势、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必答题”。

近年来，驻马店始终将科技创新工作摆
在首要位置，相继出台《关于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
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实施意见》等系列
文件，优化科技投入结构，强化企业创新主
体地位，支持产业转型升级，为科技创新生
态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据统计，仅2020年，驻马店市研究与试
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达25.30亿元，
较 2019 年增长 11.14 亿元，增长 78.7%，快
于全省 65.1个百分点，全市R&D经费投入
强度达到 0.88%，较 2019 年提升 0.36 个百
分点，高于全省0.2个百分点，研发投入总量
和投入强度增幅均居全省第一。

“建设现代化驻马店，要紧紧依靠科技
创新驱动，加快自主创新步伐，更好带动经
济社会蓬勃发展。”驻马店市科技局局长胡
晓黎介绍，近年来，驻马店不断加强科技创

新平台建设，在创成的155个省级创新平台
载体中，院士工作站有 2家，中原学者工作
站2个、国际联合实验室4个、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88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5个、创
新型农业产业化集群1个，形成了科技创新
的“超强磁场”。

与此同时，驻马店持续加大与国内知名
高校院所合作，中山大学河南研究院、摩米
创新工场先后落户驻马店；中山大学河南研
究院现代农业创新中心、浙江大学河南技术
转移中心、夏南牛产业发展研究院在驻马店
挂牌成立；天方药业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
所、中科院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合作新药开
发，与华东理工大学共建天方-华理联合生
物技术研究中心。

“借外力激内力，解难题向未来。要通
过打造一流创新生态，有力推动创新链、产
业链、供应链、要素链、制度链深度耦合，不
断增强科技硬实力、经济创新力，以此提质
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构
建起先进的现代产业体系，从而为经济发展
蓄势赋能。”驻马店市副市长孙继伟说。

科技创新驱动
产业动能澎湃

在去年河南省营商环境“大考”榜单中，
驻马店以全省第7的优异成绩，较上年度前

移7个位次，一举跃居河南省省辖市营商环
境第一方阵。

“优化营商环境是关系‘国之大者’的战
略工程、是赢得区域比拼的实力工程。只有
集中力量打造最佳营商环境，才能成为集聚
资本、项目、人才、技术的洼地和开放创新的
高地，在新一轮发展中占得先机、赢得主
动。”驻马店市委书记鲍常勇说。

一流营商环境保驾护航，让科技创新活
力涌现，强力撑起全市经济发展的四梁八柱。

防水产业日益壮大。以蓝翎环科为例，
积极进行创新投入、人才引进、专家智库建
设、技术积累储备、技术创新产出，在关键技
术研究课题获得突出成果，荣获“2020中国
建筑防水企业十强”“2019中国建筑防水科
技创新企业十强”。

医药创新遥遥领先。依托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医药产业园，驻马店积极培育创新
型医药领军企业，天方药业乙酰螺旋霉素在
国内居领先水平，欧典螺旋霉素技术水平国
际领先，占全球市场份额 70%；后羿制药产
品中的超级泰乐菌素，是大环内酯类兽用抗
生素之一，一举填补了国内空白。

重大项目纷至沓来。总投资40亿元的
康拓森生物制剂生产项目成功签约；总投资
10亿元的河南莱茵骐新材料公司年产4万吨
TPU高分子材料项目开工建设；总投资30亿
元的河南鲜谷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食用菌高

科技产业园项目竣工投产；泰普森户外休闲
项目、专用汽车零部件产业园、玉锋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大健康生物产业园等纷纷投建……
一批批大项目、好项目有力助推全市工业经
济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

紧扣发展“命门”
集聚天中“才富”

核心技术是企业的“命门”所在，人才则
是核心技术的“命门”。

作为创新生态的种苗，人才流向哪里，
发展的制高点就转向哪里。为打造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科创高地，近年来，驻马店发力
高端要素和高端人才提升，不断打造人才集
聚的“强磁场”。

今年10月中旬，驻马店市委组织部、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在武汉开展人
才政策宣传推介、人才合作及人才引进工
作。全市 35家事业单位拿出 433个重点岗
位，更加突出高层次、高技术，涉及信息技
术、装备制造、医疗卫生、经济金融等专业。
仅两天时间，招聘区现场接受咨询达 3000
余人次，收到投递简历数 546份，其中博士
17人、硕士529人。

科技创新离不开人才队伍建设。近年
来，驻马店市积极组织参加中国·河南招才
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各项专场活动，精心举办
驻马店招才引智系列活动，大力实施人才强
市战略，倾力打造驻马店引才工程，努力营
造人才洼地。

数据显示，近年来，驻马店柔性引进院士
20名、中原学者2名，引进博士后7名、博士近
300名，各类专业技能人才3000多名，培养省
创新型科技团队7个、市本土科技人才6500
名，涌现出祁兴磊、王华明、周阿祥、周立刚、李
宏伟、白文科等一大批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良好生态吸引人才集聚，有力带动经济
澎湃新动能。以“院士+平台”“院士+项目”
等为引擎，驻马店市大力发展“院士经济”，
引进“香菇院士”李玉、“花生院士”张新友、

“防水院士”王复明等，形成了院士领衔的产
业集聚效应，让“天中才富”变“天中财富”。

“泌阳食用菌”创造直接经济效益 100多亿
元，“正阳花生”实现品牌、产值“双百亿”，为
驻马店高质量跨越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
力支撑。

“锚定‘两个确保’，全面实施‘十大战
略’，要始终将创新驱动摆在高质量发展的
核心位置，不断加快各领域科技创新，全方
位培育一流创新生态、集聚一流创新团队、
厚植一流创新文化，全力打造科技创新高
地，激活经济发展一池春水，为建设实力雄
厚的现代化驻马店建设赋能加力。”驻马店
市委书记鲍常勇表示。7

□本报记者 杨晓东 祁道鹏
本报通讯员 田春雨

西平县蔡寨回族乡冯新庄村道路整洁
通畅、坑塘碧水澄澈、小游园舒适温馨；出山
镇牛昌村小酒馆酒旗招展、药膳房古色古
香、怀远茶馆朴素幽雅……

12月 10日，行走在西平县各个乡村，一
幅幅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景致映入眼帘，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悠悠古
韵更令人陶醉。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是关键一环。近年来，西平县为着力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以“三清一改”为抓手，按照“三

无一规范一眼净”的标准，扎实开展村庄清
洁行动，切实做好生活垃圾清理、村内塘沟
清理、农业生产废弃物清理、改变群众不良
生活习惯等工作。

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该县组织动员广
大干部群众对村庄内外、背街小巷、房前屋
后等存在的卫生死角进行彻底清理；积极开
展农村水环境治理，梯次开展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突出抓好重点部位的污水治理；加快
开展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行绿色
生产方式。

为快速有序推进农村“厕所革命”。该
县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合理选择户厕改造
模式，并严格质量监管，建立健全农村改厕

质量管理制度，将农村“厕所革命”工作纳入
政府年度目标考核。与此同时，该县还成立
督导组，对所有改厕农户进行拉网式排查，
切实做到不漏一村、不少一户，发现问题立
整立改，确保建一户、用一户、满意一户。

从“群众反映最强烈、清理整治最急需”
的热点难点问题入手，该县积极开展治理

“六乱”、进行“六清”集中整治行动，自今年
11月至 2022年 5月，大力推进整治乱堆乱
放、乱倒乱扔、乱搭乱建，全面清理垃圾、污
水、塘沟、违建、杂物、残垣断壁，让全县乡村

“净起来”“绿起来”“亮起来”“美起来”。
美丽乡村，不仅美在面子上，更要美在

老百姓的心里。与此同时，该县坚持人居环

境改善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促进，一
边织密农田林网，提升村庄品质，使之处处
呈现“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乡村田园
风光，一边推进移风易俗，形成崇德向善、明
礼诚信、孝老敬亲的良好风尚，处处彰显出

“喜见淳朴俗，积德为厚地”的文明乡风。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点任务，事关民生福祉。”西平县委
书记李全喜表示，要始终坚持“绿色引领、生
态立县、持续发展、美丽文明”理念，坚持将
人居环境改善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载体，建好美丽宜居乡村，切实推动农村

“净、绿、亮、美”，全力提升老百姓获得感和
幸福感。7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 祁道鹏）深化豫苏合作，共建“中
国药谷”。12月 10日，豫苏医药产业合作专题对接活动在
南京举行，近百家知名企业与驻马店市直有关部门、各县区
代表团共商合作大计，成功举办产业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为
豫苏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掀开深度合作崭新篇章。

作为南药北移、北药南栽的过渡地区，驻马店中药资源
丰富。近年来，该市将医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打造了较为
完备的生物医药产业链条，培育出天方药业、后羿制药、鼎
复康药业等一批知名企业，成为我省四个省级生物医药产
业基地之一。在此基础上，驻马店市提出要在“十四五”期
间全力打造建设“中国药谷”，目前已与中原豫资投资控股
集团签订GE医疗总部基地项目，与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签
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不断加快建设中国医药创新基地。

据悉，此次活动由省工信厅、驻马店市人民政府主办，
以“深化豫苏合作·建设‘中国药谷’”为主题，旨在加快落地
一批中高端原料药生产项目。经过前期洽谈对接，此次活
动共促成42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251.9亿元，涉及
原料药及成品药、普惠养老、康复辅助器具、农药兽药、医疗
设备、中医药等产业。7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 祁道鹏）日前，记者从驻马店市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该市将发布《驻马
店市市级证明事项取消清单》和《驻马店市市级证明事项告
知承诺制清单》，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明确 256
项政务服务事项所需证明材料予以取消，84项证明事项材
料实施告知承诺制。

据了解，市级证明事项取消清单包含256个事项，共划
分为 12大类，涉及公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健康、
交通运输等领域。市级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则有 84
个事项，划分为 20大类，涉及市场监管、住房和城乡建设、
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领域。

此次两个清单的公布，不仅标志着驻马店市证明事项
告知承诺制工作全面推开，更意味着该市在破解市场和民
生领域痼疾、充分提升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迈出实质性步
伐。下一步，全市将大力做好宣传和政策解读工作，让更多
群众和企业知晓并享受到改革红利。7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12月 14日，驻马店市召开优化
营商环境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新闻发布会，介绍该市信用体系
建设在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系列举措。

近年来，该市持续推进驻马店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设，
建成“一中心、两体系、一网站”，已实现与“信用中国”“信用
河南”、市直各单位、建平台的县区等系统的互联互通。截
至目前，驻马店市平台数据对接范围已覆盖10个县区及市
级联建单位 107 家，已向省信用平台推送信用信息累计
5.43亿余条，接受查询63万余次，给广大群众提供了优质、
规范、透明、高效的公共服务。

“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该市定期发
布“红黑榜”名单。2021年，全市共发布两批诚信建设“红黑
榜”，涉及272家，其中“红榜”171家，“黑榜”101家。对列入
失信“黑名单”的企业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对其采取限制措施进行联合惩戒。今年，驻马店市各单位实
施联合惩戒查询476183次，其中公共资源交易系统对市场
主体实施奖惩查询472414次，限制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参与
招投标，有效规范了该市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秩序。7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 祁道鹏 通讯员 尚静怡）为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将“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落到实处，日前，驻马店邮政公司在该市工人
文化宫启动“情满冬日邮春意”关爱老人儿童实践活动。

据悉，“情满冬日邮春意”关爱老人儿童实践活动于12
月 8日举行启动仪式，将持续到 2022年 1月 31日，主要开
展送欢乐到基层、送健康体检进村、温暖童心助力安全成
长、关爱务工人员等四大板块活动。

近年来，驻马店邮政公司积极融入该市打造“国际农
都”的战略部署，在全市累计建成覆盖乡镇一级的邮政网
点 208个，遍布村一级的便民服务站 1970处，成为连接城
乡、通达全国的桥梁和纽带。同时，大力拓展邮政便民服
务领域，打通农村邮政服务“最后一公里”，促进邮政公共
服务的均等化，进一步拓展邮政企业通政、通民、通商的深
度和广度。此次活动是邮政拓展为民服务领域、关心社会
公益事业、彰显社会责任担当的具体实践。7

驻马店市取消256项
政务服务事项所需证明材料

强化信用体系建设
促进营商环境更优

驻马店邮政公司

情满冬日 暖心“邮”爱

本报讯（记者 祁道鹏 通讯员 叶品 赵艳芳）日前，记
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为支持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发展，正阳
县税务局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开展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
缴纳税费工作，受到纳税人的高度称赞。

吃透政策，确保工作开展“无延时”。正阳县税务局对辖
区内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中小微企业进行梳理核实，确保应享
尽享、应退尽退、应缓尽缓，以实际行动为企业服务，确保缓
税工作开展无延时。倾力服务，确保政策落实“无死角”。该
局税源管理分局进行逐户宣传辅导，提醒新开业符合缓税条
件和12月份需进行申报的纳税人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办
税提速，确保政策享受“无障碍”。优化电子税务局操作流
程，持续简化中小微制造业企业申报流程，开辟“绿色通道”，
实现缓税优惠办理即申请、即办理。

截至11月底，该局共为应缓未缓纳税人办理退库金额
达 128.65 万元，为纳税人享受缓税政策，共计缓缴税费
139.02万元，让政策红利落地有声。7

正阳县税务局

助力中小微企业“轻装上阵”

□文/本报记者 祁道鹏 图/王红卫

或优雅漫步，或翩跹起舞，
宛 如 白 色“ 精 灵 ”一 般 美 丽 迷
人。近日，在驻马店宿鸭湖湿地
东北角汝南县张楼乡燕亭村附
近，惊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琵
鹭鸟群。这群“白色精灵”时而
在水上觅食、嬉戏，时而在湖区
飞翔，湖光白鸟构成了一幅冬日
生态画卷。

驻马店宿鸭湖西岸近 26万
亩的湿地是省级自然保护区，也
是中原黄河以南地区最大的平原
湿地。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
持续改善，这里已成为“鸟的天
堂”，共有鸟类 130多种。天鹅、
红隼、灰鹤、鹰、鸢等珍稀鸟类经
常出没其中，寒冬季节，这里已成
为大批候鸟越冬的“宝地”。7

宿鸭湖畔宿鸭湖畔宿鸭湖畔 白色白色白色“““精灵精灵精灵”””舞翩跹舞翩跹舞翩跹

冬日的宿鸭湖上冬日的宿鸭湖上，，白琵鹭鸟宛如一群白色白琵鹭鸟宛如一群白色““精灵精灵””翩跹起舞翩跹起舞。。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