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晓静

仲夏时节，生机盎然。濮阳市聚焦科
创、人才，拿出“时间表”“路线图”，发起追比
赶超——

2022 年，完成创新生态建设的顶层设
计，搭建完成创新政策制度体系框架，中部
地区创新开放高地和人才强市建设工作全
面启动；

2023年，在高水平创新平台搭建、重要
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重要关键课题攻关、重
大关键创新成果产出、领军人才和青年人才
引育、创办独立本科院校上实现新突破；

2025年，财政科技投入大幅增加，科技
创新实力显著增强，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实现
新突破，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实现全覆盖；

2035年，全市创新能力进入全省前列，研
发经费投入强度超过全省平均水平，成为河南
省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创新区域布局的关键
节点、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部地
区创新开放高地和人才强市基本建成。

发展蓝图，亦是进军号角。当下，濮阳市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科技创新的力量，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注重人才生态的培
育。加快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打造中部地区创
新开放高地和人才强市，濮阳市已落笔入局。

企业创新添活力

可用于制作防弹玻璃，又轻又坚固；可
以制成柔性屏幕，韧性优异能屈能伸……在
濮阳市盛通聚源新材料有限公司，细小的白
色颗粒装在玻璃瓶里，看着不起眼，却是该
公司的“王牌”——聚碳酸酯。

聚碳酸酯作为工程塑料，被广泛应用于
航空航天、医疗器械等高精尖领域。盛通聚
源的聚碳酸酯项目采用非光气熔融酯交换
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一开始，我们想向
德国、日本的跨国公司寻求技术合作，却吃
了闭门羹。”该公司负责人王息辰介绍，尽管
从投资规模、研发周期的角度看，风险很大，
盛通聚源还是毅然选择创新研发；濮阳市、
范县也主动帮助盛通聚源对接北京化工大
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科研机构，攻克“卡

脖子”难题。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对创新发展敏

感性最强。濮阳市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
础，重新审视规模最大的优势产业石油化工
产业，把新材料、新能源产业作为转型升级

“主跑道”，把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作为直
道加速、弯道超车、换道领跑“主策略”，全力
培育科技型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在近日召开的濮阳市教育科技创新人
才工作暨创新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大会上，该
市把扩大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数
量，加强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等，明确列
入重点任务。到 2025年，濮阳市将力争使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240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数量达到500家，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
动实现全覆盖。

创新平台强支撑

6月 26日，濮阳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与宏
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蔚林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 12家市
属行业龙头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联合
开展先进实用技术研发，加速推进科技成果
在濮阳的工程化、产业化、商业化，推进检验
检测中心、科技资源数据库、仪器设备共享

等创新资源的高效利用。
在建设“创新濮阳”的征程中，濮阳市科

学技术研究院可谓“一号工程”。今年 2月
10日，濮阳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筹）在全省
地级市中率先揭牌，坚持“小机构、大平台、
开放式、服务型”定位，兼具先进实用技术的
研发、科技成果的转化、高端人才的引进和
培育三大职能。“紧密对接我市新旧动能转
换需求，提高科研效率和效果，高效配置创
新资源，形成‘1+1>2’的协同创新效应。”濮
阳市科学技术研究院负责人雷灯照说。

建设高端创新平台体系，是濮阳瞄准科
技攻关前沿、贯通产学研用金服的“主引
擎”——

目前，濮阳市与省科技厅、郑州中科新
兴产业研究院和河南大学积极对接，全力推
进参与共建龙子湖智慧能源省实验室工作，
力争围绕制氢、储氢、生物可降解材料、氢燃
料电池等新能源领域开展共性应用技术研
究和科技成果转化；

建成绿色化工新材料、生态聚酯新材料
等首批 10家产业研究院、4家中试基地，持
续提升中试熟化能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

“最后一公里”；
建成濮阳市绿色化工公共研发中心，专

注于濮阳新型化工基地对绿色化工新技术、

新装备的迫切需要，将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
融合……

人才汇聚涌热潮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濮阳市深化人才
“引育用服”体制机制改革，真心实意付出、
真金白银投入，着力营造近悦远来的一流人
才生态。

近日，濮阳市正式出台“1+14”人才政策
升级版，以政策铺就加速人才聚集快车道——

在人才引进方面，对大专以上高校毕业
生等青年人才，提供求职补贴、创业贷款、住
房安居等普惠性支持政策。

经认定的高层次人才，给予奖励补贴、
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医疗保健、人才公寓等
优惠待遇。

在人才激励方面，加大对贡献突出人才
的奖励力度，每年度评选濮阳市科技创新领
军人才、明星企业家、杰出青年人才，最高给
予100万元奖励。

在服务保障方面，部门联动，一网通办，
搭建网上办、掌上办、窗口办全天候服务平
台，打造“一站式”人才服务体系，确保把各
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提升人才的获得感和
满意度。

引才留才的同时，濮阳市更聚焦能力提
升“育才”——

建立健全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专业动
态调整机制，紧贴地方主导产业优化专业设
置。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先后开设化学工程
与工艺、材料化学等 7个专业，濮阳石油化
工职业技术学院开设石油工程技术、油气开
采技术等14个专业。

积极探索引企入校、办校进厂、订单培
养等多种校企合作形式，大力推进校企专业
共建、课程共担、教材共编、师资共训、基地
共享。全市中职学校与京东、百度、阿里巴
巴等 40余家知名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成
实习实训基地30多个。

下一步，濮阳全市上下将进一步增强实
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的责
任感，强化推进创新发展综合配套改革的紧
迫感，加压奋进、锐意进取，奋勇争先、换道
领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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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启动失业保险
稳岗返还补贴

濮阳明确打造中部地区创新开放高地和人才强市“时间表”“路线图”

创新“关键子”落在发展“核心位”

擂鼓竞速高质量发展“新”赛道
——访濮阳市委常委、南乐县委书记刘冰

抢跑新赛道 培育新硬核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晓静
本报通讯员 李臣洋

“南乐县将锚定‘两个确保’，聚焦‘十大
战略’，立足产业基础，着眼未来、紧盯前沿，
力争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上
赢得先机，实现换道领跑。”6月 27日，濮阳
市委常委、南乐县委书记刘冰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该县将走出转型发展、创新发展
新路，在现代化濮阳建设进程中展现更大作
为、作出更大贡献。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着力转方式调结构，优存量扩增量，力争
2022 年实现全县生产总值增长 8.5%的目
标。”刘冰表示，南乐县要持续扩大有效投
资，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强力推
进总投资214.2亿元的33个省市重点项目，

确保臣涛精密机械等 13个项目建成投产；
以“工业项目攻坚年”活动为抓手，滚动推进

“三个一批”项目，确保签约项目开工率、开
工项目投产率、投产项目达效率均达到或超
过全市平均水平。

“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产业，南乐县产业
发展的核心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在转型中
实现增长，把彰显功能、促进转型、放大特色
有机统筹起来，围绕重点产业补链、延链、强
链，推动全产业链发展，推动更多产业产品
进入中高端、成为关键环。”刘冰说。

做大可降解材料产业。在完善链条的
基础上转向强化链条，南乐县围绕百万吨级
产能目标，推进上海华悦等项目落地开工，
推动东华天仁、宏业生物、星汉生物二期等
项目加快建设，促进龙都天仁、上海曦江等
项目达产增效。

做强食品加工产业。南乐县坚持“粮头

食尾、农头工尾”，力促唐顺兴禽肉加工、众
汇酱卤肉、增运食品等项目建成投产，加快
禾丰熟食、德信熟食、仰韶白酒产业园等项
目建设，支持唐人神等骨干企业提质增效，
进一步擦亮全国食品工业强县品牌，打造全
国重要的农副产品生产供应基地。

做优装备制造产业，南乐县抓好臣涛精
密机械制造、铁军金属物流设备等项目，稳
步推进装备制造业提质发展。培育壮大纺
织服装产业，支持百泰服饰、富晟服饰等企
业扩产增效。

创新是南乐县的城市基因。刘冰表示，
该县要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实现新突破，打造
活力迸发、动力强劲的“科创新高地”。

建设一流创新平台。南乐县积极创建
国家级可降解材料检测中心；加快建设孵化
载体、省级研发平台、市级研发平台，推进可
降解材料转型升级暨中试基地申报省级中

试基地；创建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培育一流创新主体。南乐县新培育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4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 5 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 44
家。同时，支持企业开展技改提升，谋划实
施 22个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项目；
引导企业加快向有研发机构、有研发人员、
有研发经费、有产学研活动“四有”标准迈
进，实现55%以上的规上工业企业建有研发
机构、开展研发活动。

未来，南乐县将聚焦“十大战略”，找准
定位，发挥优势，坚定不移实施“一三六”发
展战略，建设成全国重要的可降解材料生产
基地、全国知名的特色农副产品生产供应基
地、豫鲁冀三省交汇处综合物流中心、河南
对接京津冀和雄安新区的先行区，全面建成

“农业强县、工业强县、生态强县、教育强
县”，奋力谱写新时代南乐绚丽篇章。9

濮阳市盛通聚源新材料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新工艺，打造聚碳酸酯产业链。9 李红忠 摄

点燃“夜经济”
掘金“新业态”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马鹏宇 通讯员 赵
伟 原博）6月 27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为切实助企
纾困，确保濮阳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濮阳市率先启动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补贴工作。

失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
濮阳市将采取顶格落实稳岗返还政策，即大型企业按不
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
返还，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从60%提高到90%。

据了解，濮阳市本次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共
7993.61万元，可惠及 3821家企业 17.82万名职工，其中
109 家大型企业 7.65 万名职工可返还基金 3838.38 万
元，3712 家中小微企业 10.17 万名职工可返还基金
4155.23万元。

“本次稳岗返还补贴政策有两方面优化。一方面是
向中小微企业倾斜，另一方面是在经办上突出‘免申即
享’，积极探索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直接向符合条件的企
业精准发放稳岗返还资金，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资
金、服务找企业’。”濮阳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市
将持续深入探索“数字化转型”和“标准化推进”，进一步
简化流程、优化服务，将各项惠企惠民政策落实落细落
地，真正让企业和广大市民享受到政策红利。9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马鹏宇 通讯员 王
为峰 赵尚元）“谢谢你们！在化工市场迅速复苏的关键
时刻，这笔200万元的贷款就是‘及时雨’，解决了我们企
业的后顾之忧。”6月 27日，河南省恒信阳光实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徐灿对邮储银行台前县支行工作人员说。

今年以来，台前县深入贯彻金融助企纾困政策措施，
采取多项惠企措施激活市场活力。该县结合《河南省“专
精特新贷”业务实施方案》和“行长进万企”活动，积极组
织引导各金融单位主动认领“专精特新”和科技创新型企
业名单，对接名单企业开展入企调研活动，认真了解走访

“专精特新”和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发展现状、企业需求和
企业规划，及时为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
专属信用贷款。

截至目前，台前县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达 36.9 亿元，
较年初新增4.5亿元。

“我们将以‘专精特新贷’为抓手，对‘专精特新’和科
技创新型企业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提供专业化综合金
融服务，支持中小企业纾困恢复和高质量发展。”台前县
金融工作局负责人顾朝磊表示。9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通讯员 张迪）济郑高铁濮郑段
开通后，客流涨势喜人。6月25日，记者从济郑高铁濮阳
东站了解到，6月24日濮阳东站网络售票2200张，但当天
的实际乘车人数为4566人次，创濮阳东站单日客流新高。

统计数据显示：6月20日，濮阳东站网络售票1800张，
当天实际乘车人数为2926人次；6月21日，网络售票2000
张，当天实际乘车人数为2767人次；6月 22日，网络售票
2100张，当天实际乘车人数为2971人次；6月23日，网络
售票1407张，当天实际乘车人数为2851人次；6月24日，
网络售票2200张，当天实际乘车人数为4566人次。

“濮阳东站每天开行十几辆车，4566人次的客流量
看似不多，但是平均到每辆车上仍有300余名乘客，和郑
州东站、安阳东站的平均客流量几乎是一样的，这在铁路
客运上绝对算得上是大客流了。”濮阳东站客运一班值班
站长陈超说。9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通讯员 王莹 樊向玺）6月 27
日，记者从濮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今年上半年，
濮阳市百城提质工作进展顺利，取得明显成效。

项目建设有效推进。2022年，濮阳全市计划实施百
城提质项目255个，总投资625.3亿元。上半年实施百城
提质项目207个，其中新建78个、续建129个；年度计划
完成投资157.3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30.3亿元。

城市承载力进一步增强。濮阳全市新建城市道路
71条，打通“断头路”“卡脖路”10条，市城区下穿济郑高
铁立交工程的 6条道路已完工；新建中小学、幼儿园 28
所。建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12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291个、农村幸福院 1246个。新建污水处理厂 4座，市
全民健身综合馆主体已封顶。

城乡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濮阳全市纳入中央补助老
旧小区改造项目 138个，已开工建设 83个；城中村和棚
户区改造项目新开工21个。

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濮阳全市完成道路、河流等
廊道绿化提升面积 1 万亩，完成森林（湿地）公园建设
2500亩；列入灾后恢复重建水毁任务清单的 58个项目
已全部完工。

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有效提升。濮阳市实施城区污雨
水管道清淤试点工程，完成污雨水管网清淤120公里。9

台前县

“专精特新贷”助企纾困

濮阳东站单日客流创新高

濮阳市百城提质干劲足

6 月 23日，中原储气库群储气库管理区员工在文
13西储气库对设备进行巡检。该储气库群日注气量达
1320万立方米。9 魏园军 范永光 摄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马鹏宇/文
张晓静 僧少琴/图

“夜经济”作为一种新型文旅业态，
正成为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新动力。
在濮阳市，早已摆脱了“夜经济”就是餐
饮小吃、闹市经济的传统思路，逐渐形
成美食、文化、娱乐、旅游等多元化夜间
消费市场，满足市民晚间消费，推进消
费升级，激发城市活力。9

▲濮阳市依托水秀街等消费热点场所，打造一批本土“网红打卡地”。9◀“夜经济”回归，群众积极开展夜晚经营活动。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