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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在河南有多“热”？

把创新摆在发展的逻辑起点、现代化建设的

核心位置，把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

放在“十大战略”之首，科技创新已成河南加快发

展中的高频热词，正在源源不断释放强大能量。

创新在河大有多“重”？

一百多年来，河南大学名师大家辈出，学术

成果丰硕，创新基因早已融入河大血脉，成为百

年名校的重要支撑和厚重底色。在河南发展的

历史进程中，河南大学支撑、服务、推动、担当的

身影从不曾缺席。

创新强，则高校兴。

一项项重大成果，见证着河南大学的奋进足

迹，书写着河南大学的社会贡献。

在河南高等教育打造“双航母”、河南大学郑

州校区启用、“双一流”迎来第二轮建设周期这

个最好的历史时期，按照省委要求，学校前瞻

30年战略规划。河南大学鼓励创新、尊重学术、

潜心研究的氛围愈发浓厚，加速奔跑的足音更

加有力。

河南大学河南大学：：赓续创新血脉赓续创新血脉 奋进只争朝夕奋进只争朝夕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以创新
之举聚创新人才，全力建设国家创新高
地，已成全省上下热盼共识。打造一流
创新生态，汇聚一流创新人才，已成河
南大学具体行动。

面对国内外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
激烈竞争局面，河南大学抢抓机遇，精
准施策，全面推动人才结构转型和质量
提升，实施了卓越人才引领工程、优秀
青年人才引育工程、依托科研平台学术
队伍拓展工程等四大人才工程。推出
了“战略科学家—领军人才—学术骨干
—青年英才—专职科研人员”立体人才
政策体系，并采取固定和柔性引进、长
聘和短聘相结合等多种方式，同等对待
引进人才和校内人才，真正实现人才的
近悦远来。在人才规模不断扩大的同
时，聚集了包括美国院士、欧洲院士、长
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万人领军、外籍
专家等高端人才 80余人，校青年英才
以上高层次人才近500人，培育了一批
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

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兴；环境不
好，则人才散、事业衰。

河南大学从创新文化建设入手，把
促进人的发展作为人才工作的目标，把

人才的满意度作为衡量人才工作的重
要标准。尊重科研规律，营造鼓励创
新、宽容失败的学术环境；建立“不为尊
者讳”的批评文化，倡导做人和做事的
有机融合，让每一个创新种子在河大生
根发芽。

围绕如何引进和培育人才，让各类
人才潜心钻研、尽展其能，河南大学进
行了很多有益探索。

以才引才。以优秀人才影响力和
广泛的学术联系为基础，利用其师承关
系、学缘关系和地域关系形成的特殊情
感，以人引才，以才聚才。学校先后选
拔了5批青年人才培育对象，其中重要
条件是要有海内外知名学术单位优秀
学者为合作导师。

以学科聚才。学校秉承学科发展
吸引人、人才引进促发展的思路，围绕
一流学科、优势特色学科、新兴学科，利
用高端学术会议、著名学术期刊、学术
组织等，密切学术联系，提升学科声誉，
强化学科优势和社会服务，凝聚追求卓
越学术梦想、跻身世界一流学科的共识，
汇聚了一批拥有共同学术追求的人才。

平台成就人才。一流平台才能涵
养和成就一流的学者。学校不断聚焦

河南建设国家创新高地的需求，充分利
用郑州校区、深圳研究院和三亚研究院
的区位和政策优势，打造高层次人才汇
聚高地，加强“湖河湾实验室体系”“5
重 5工 3基地”“六中心”建设，深度融
入河南省黄河实验室、神农种业实验室
建设，推进筹建先进生物制造（中州）、
智慧能源与材料（龙子湖）、量子等河南
实验室建设，争取更多科研平台进入新
一轮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通过这些
高端平台，河南大学在吸引人才的同时
成就人才。仅省部共建作物逆境适应
和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就凝聚了100
多名海内外优秀青年人才。

人才引领创新发展，产生了一批原
创性成果。河南大学两年内实现了
Cell、Nature、Science 全覆盖，2019
年、2020年连续获得国家奖，“光诱导的
信号调控大豆共生结瘤机制”成果入选
2021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
展”；近5年，河南大学国家社科基金立
项数量位居国内高校第 16位，2021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排名提高
近40个位次；自然指数居全国 51位，2
个教师团队分别入选教育部第一批、第
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
国家之所需，“十三五”期间，河南大学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大力开展基础研究，全力打造原始
创新高地。

2021年 5月 27日，宋纯鹏团队在
Nature Plants上发表研究成果，解析
代表性节节麦的基因组图谱，从全基因
组层面剖析了节节麦相对于小麦的遗传
变异，利用人工八倍体的桥梁建立了节
节麦种群向小麦D亚组的快速渐渗技术
体系，为实现小麦D基因组的原始创新和
从头驯化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材料基础。

2021年 10月 1日，国际顶尖期刊
Science 长文刊登河南大学王学路团
队的最新研究成果，证明光信号是豆科
植物与根瘤菌共生结瘤的必须因子，揭
示了光信号如何调控豆科植物与根瘤

菌共生结瘤，进而共生固氮。该项成果
是由我省科研团队主导并发表在 Sci-
ence 上的第一篇研究论文，该成果入
选 2021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
进展”，是该评选自1998年设立以来河
南省高校首次入选，标志着我省在面向
世界科技前沿，开展原始创新方面的重
大突破。

聚焦“逆境生物学”，建成作物逆境
表型组学、电生理学、代谢组学、生物成
像、结构生物学等世界一流平台，以及
现代农业试验基地，系统研究作物对干
旱、盐碱等逆境胁迫的响应与适应机
制，挖掘作物抗逆基因资源，解决了抗
逆性与高产相互矛盾的基础理论问题。

在材料科学领域，通过科学设计和
优化量子点材料与器件，破解了量子点
发光二极管（QLED）高亮度下低效率、

高效率下低亮度的关键难题，首次研制
出兼具高亮度、高效率的红、绿、蓝三基
色QLED器件，为加速推进QLED在高
效高亮显示和照明领域的应用提供了
核心技术支撑。

在人文社科领域，河南大学也走在
前列：与中国历史研究院筹建“黄河文
化研究院”，与河南省委宣传部共建马
克思主义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与开
封市共建宋文化研究院、焦裕禄精神研
究院，促进内部和外部学术资源有机结
合，释放了学科创新活力。

此外，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
心进行多学科融合协同研究黄河文明的
发祥、发展和转型，推进“黄河学”学科化，
创新黄河文明知识体系，打造形成了具有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黄河
学”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

高校是国家原始创新的核心力
量，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2021年，河南大学科
研创新硕果满枝。

2021年 11月 3日，2020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河南大学王家耀院士为第一完
成人、秦奋教授为主要完成人的“智能
化地图综合与多尺度级联更新关键技
术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二等奖。这是继宋纯鹏教授课题组
完成的“植物应答干旱胁迫的气孔调
节机制”项目荣获 2012年度国家自然
科学二等奖、张治军教授主持的“高性
能节能抗磨纳米润滑油脂关键技术与
产业化”项目荣获 2019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发明二等奖之后，河南大学在科
技进步类型国家奖方面的重大突破，
实现了河南大学国家三大奖全覆盖。

2021年，王强教授牵头的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微藻底盘细胞的理
性设计与系统改造”成功获批，这是继
张立新教授团队 2020年“植物高光效
回路的设计与系统优化”项目之后，河
南大学在“合成生物学”重点专项领域
的再次突破。该团队立足“碳中和”和

“高质量发展”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

点研究微藻光合作用与生物合成领域
相关基础科学问题，创建面向生物制造
的绿色细胞工厂并实现工程化示范。
在上述基础上，构建微藻环境污染物生
物减排与生物质综合利用的循环经济
技术体系，在通过生物炼制获得高值产
品的同时，解决污染物排放带来的环境
问题，并在兰考张庄建立了“水—藻—
鱼”水产生态循环养殖新模式，推动了
合成生物学在生产技术领域的革新发
展。朱连奇教授主持的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
项“土壤侵蚀的动态监测和预警关键技
术”，实现了河南大学在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该类别专项项目申报立项的突破。

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贯彻落实，组织
高水平科研团队，针对实施中黄河流
域陆地生态系统多功能性、黄河地区
河南段生态系统过程模拟与服务、植
食性昆虫对入侵和本土植物菌根真菌
互惠作用等重大科学问题开展研究，
取得丰硕成果，2021年在该领域获得
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支持。

其中，王家耀院士团队深入开展
黄河地区河南段水土流失区、下游滩
区、沿岸平原区的生态系统过程长时

间序列监测与分析，揭示生态系统演
化机理，研究生态风险评估与预警方
法，探索生态系统演化过程，有效推进
区域生态系统过程、机制和生态保护
实施效应研究。

李国勇教授团队结合样带调查、
遥感技术和模型模拟手段，在黄河流
域开展不同空间尺度上生态系统多功
能性、非生物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之间
关系的综合研究，量化生物多样性和
非生物因子在生态系统多功能性变化
中的相对贡献，揭示了黄河流域生态
系统多功能性时空格局及其驱动机
制，构建面向黄河流域的生态系统多
功能性模型，为全球变化情景下生态
系统适应性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丁建清教授团队以河南沿黄地区
发生危害严重的 5种菊科入侵植物和
本土近缘种为对象，研究结果对于创
新入侵植物种群调控理论具有重要价
值，为治理沿黄地区入侵植物、保护区
域生态环境提供实际指导。

2021年，学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124项，其中重点类项目 8项，总
立项数量、重点项目数量和获批经费
均创历史记录。学校在国内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数排名中提升近40个位次。

面向经济主战场，躬身入局，为现
代化河南建设贡献力量，河南大学不
断开拓新领域。

“十三五”期间，围绕国家和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河南大学发
挥生物、化学、材料等学科的科研优
势，引导科研工作面向行业、企业、事
业，突出以“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融
合创新链和产业链。与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河南平煤神马东大化学有限公
司、河南省安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战
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等20多家单
位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联合开展科技
攻关。取得了一批应用研究成果，签
约横向科研项目的经费累计达2.62亿
元，实现成果转化产值70.20亿元，授权
专利466项，转化重大科技成果15项。

同时，学校全面完善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针对现有有效发明专利，开展
专业化评估，建立健全分级分类管理
工作机制，促进专利质量提升。在优
势特色学科和相关领域开展专利导
航、国内国际专利查新检索，培育和布
局了一批高价值专利。2021年，申请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211件，申请作
物新品种8件，申请各类专利325件，其
中发明专利 263 件、PCT 国际专利 6
件，授权专利 194件，专利申请和授权
量较上一年度均有所提高，3项发明专
利获得上海国际发明创新展览会金奖。

加强开放联合，推进协同创新。学
校作为成员单位加入科技部农村中心
与河南省科技厅共同主导的“园区带动
县域”创新发展新模式暨“100+N”开放
协同创新体系，共建长期稳定的科学研
究、科技示范和成果转化综合基地，提
升生物学、农学等学科服务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问题的能力。与中国农科院郑
州果树所、新乡灌溉所以及开封市农科
院、新乡市农科院、周口市农科院等相
关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推动协同创
新。

2021 年 10 月 16 日，首批河南省
中试基地揭牌仪式在郑州举行。凭借
多年来在纳米材料领域的研究积累和
优势，河南大学纳米材料中试基地成
功入选首批8家基地之一。

纳米材料中试基地始建于 2003
年，由河南大学与济源市政府联合共
建，拥有小试试验平台、中试试验平台
和工程验证试验平台及材料性能测试

和评价实验平台，可同时完成纳米材料
“小试—中试—技术验证”全部技术研
发过程，形成了较完善的“基础研究—
工程技术开发—规模化制备—产业化
发展”集成创新体系。

以纳米材料中试基地为技术依托，
河南大学与济源市政府共建千亿级“济
源纳米材料产业园”，打造国内高水平、
多品种纳米材料产学研用基地，并逐步
形成产业聚集高地。2021年，第一期4
万吨/年特种功能纳米二氧化硅生产线
已建成投产，实现销售收入近 5000万
元，标志着特种功能纳米二氧化硅真正
实现了产业化转化与跨越式发展。预
计10年后，年产值将达到1000亿元。

河南大学与济源市政府多年携手深
耕结硕果，已成我省校地合作的典范。

作为食用菌种植大省、资源大省，
我省已连续 18 年食用菌产量全国第
一，但是，产量大、效益低的局面也一
直困扰着这个产业的发展。河南大学
整合我省食用菌产业资源，成立了河
南省食用菌精深加工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连续承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的保健食品专项课题和河南省重
大公益专项课题。康文艺团队通过研
发创新，解决了食用菌产业发展中的
难题和瓶颈，促进产业升级，加速其从
初级农产品到具有治疗性的功能性产
品的转变，大大提高了附加值，为河南
食用菌产业发展找到“下一个出口”。

抗体药物开发技术国家地方联合
工程实验室发明抗体药物迪尔辛，有
望将急性心肌梗死的黄金救治期延长
一倍以上，已经成功转让并融资 4000
万元进行新药研发。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后，又研发出两代基于纳米硒法的

新冠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盒，达到临床
应用标准，成功转让并通过欧盟CE认
证。河南大学抗体药物开发技术国家
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也因为新冠病毒
防控作出积极的贡献获 2020 年全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成绩属于过去，未来任重道远。
站在新的起点，河南大学正做出新谋
划，聚焦新目标，展现新作为。学校把
科技创新作为事业发展的核心，做好
顶层设计，加强科研规划。深入贯彻
落实《“双一流”建设高校整体建设方
案》《一流学科建设方案》《实现河南大
学百年名校振兴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方
案（2021-2025年）》总体部署，立足学
校“双一流”建设实际，紧密结合国家战
略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更加注重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相互融通，更加
注重创新链、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实现

“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技术应用—成
果产业化”有机衔接，构建全生命周期
的创新链条、创新生态、产业生态。推
动学校“双一流”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

构建一流创新生态，建设国家创
新高地，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是时代的
要求，也是河南大学的历史责任。河
南大学将继续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中原风格”的发展定位，以服务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现代化河南建设需
要为导向，实施“4大 1强”科研发展战
略，建大平台、育大团队、上大项目、出
大成果，全面强化科研创新体系支撑，
着力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人才培养质
量和社会服务能力，努力建成特色鲜
明的综合性研究型世界一流大学，在
河南加快建设国家创新高地的进程中
多作更有分量的“河大”贡献。

人才兴校 汇聚蓬勃创新力量1

面向前沿 原始创新步履不停22

心怀家国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33

创新驱动 支撑现代化河南建设44

Science、Cell、Nature实现突破。

QLED研发进展报送相关部门。

国家三大奖全覆盖。

服务国家需求和经济主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