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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奏响河南发展最强音
□本报记者 尹江勇

“这一时期成为河南科技创新实力
提升最快、创新成果产出最多、对经济
社会发展贡献最大的时期。”9月 19日，
记者从省委宣传部举行的“河南这十
年”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科技创新专场
获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科技创新
工作成绩显著，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坚定走好创新驱动高质
量发展之路

全省研发经费投入从310.8亿元增
加至1018.8亿元，近3年年度增幅均在
百亿元以上；全省财政科技经费支出增
长4倍，从69.6亿元增加至351.2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的比重由 1.39%增长
至 3.37%……透过一组数据，省科技厅
党组书记、厅长陈向平向公众展示了过
去10年我省科研投入力度。

砥砺奋进，终获硕果累累：10年间，
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14倍，由40.2
亿元增加至620.78亿元，近3年年均增
速61.3%，远超全国平均增速；高新技术
企业从不到800家发展到8387家，增长
10倍；科技型中小企业从300余家发展
到16583家，总量居中西部地区首位。

“创新发展已成为全省上下的广泛
共识、实际行动，成为现代化河南建设的
主旋律、最强音。”陈向平表示，我省将大
力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
略，加强高位谋划推进、搭建高端创新平
台载体、培育壮大一流创新主体、着力突
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强
力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坚定走好
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华山一条路”。

加快建设国家创新高地
和重要人才中心

人才是第一资源。近年来，我省在
完善人才政策体系、引育高端人才、优

化人才生态等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
“截至2021年年底，全省人才资源

总 量 1201.23 万 人 ，较 2012 年 增 长
27.7%。”省委人才办副主任李丽介绍，
我省不断完善升级人才政策体系，制定
出台了以《关于加快建设全国重要人才
中心的实施方案》为引领，涵盖引才措
施、推进机制、服务配套等人才工作各
环节、全链条的“1+20”一揽子人才引
进政策措施，大力实施顶尖人才突破行
动、领军人才集聚行动等“八大行动”，
努力打造人才汇聚新高地、人才创新优
选地、人才活力迸发地。

围绕国家创新高地建设，我省全力
推动省实验室建设。据省科技厅总工
程师高拓介绍，目前，我省坚持高效率
落地、高标准建设、高效能运转的原则，
已经批复建设了嵩山实验室、神农种业
实验室等8家省实验室，设立了12个省
实验室基地，形成了以省实验室为核
心、优质高端资源协同创新的“核心＋
基地＋网络”的创新格局。

做强经济发展“压舱石”
和“基本盘”

规上工业企业是我省经济发展的
“压舱石”和“基本盘”。7月份数据显
示，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已达 22011家，
填报研发费用的企业有10625家，研发
活动覆盖率达到48.27%。

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何守法
介绍，我省不断加大科技企业培育力
度，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
业 增 加 值 的 比 重 ，已 由 2012 年 的
21.5%大幅提高到目前的45.1%。

目前，我省已建立省市县三级专班
推进机制，强化组织保证，贯通产学研
用，积极动员全省高校院所投身研发全
覆盖工作，并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研
发供需动态收集、快速对接、精准匹配
的服务机制。今年 1月至 8月，全省规
上工业企业与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合
作 6577次，建设研发机构 12133家，已
落成校企共建研发中心814家。③6

□本报记者 尹江勇

九月的洛阳，秋意盎然。洛阳盛铁
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的厂房内机声隆隆，
生产线上热火朝天。

“下午看新闻发布会直播，听到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省科技创新工作取得
的主要成就，非常振奋，再联想到我们
企业近年来的高速发展历程，我在感慨
之余也倍感自豪！”9月 19日，洛阳盛铁
副董事长高要峰告诉记者。

这十年，我省着力搭建高端创新平
台载体，积极培育壮大一流创新主体；
这十年，在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等各种利好政策加持带动下，洛阳盛铁
着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企业发展进入
了“快车道”。

“通过科技贷支持，我们成功研发
出了国内首创的环境友好型炮泥，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彻底改变了以往产业发
展受制于人的局面。”高要峰说，现在，
公司主产的无水炮泥在国内耐火材料
制品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超过10%，稳
居行业前三位。

近年来，在我省“微成长、小升规、高
变强”的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机制支持
下，洛阳盛铁先后成长为专业生产耐火材
料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目前，洛阳盛铁共获得发
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45项。而坚持科
技创新，也从根本上提升了洛阳盛铁的核
心竞争力。自2019年以来，即使面对疫
情等不利因素带来的影响，公司营业收入
仍持续快速增长，年均增幅超过20%。

“到今年年底，公司产值将达到5亿
元，站上一个新台阶。”高要峰表示，展
望未来，洛阳盛铁将坚定不移地走好创
新发展之路，为我省科技创新、经济社
会发展积极贡献力量。③9

本报讯（记者 曾鸣）9 月 18
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近日，我
省成功发行政府债券 172.85 亿
元。本次发行再融资一般债券
56.35 亿 元 ，再 融 资 专 项 债 券
116.50 亿元，期限均为 5 年期，发
行利率 2.50%，高于前五日同期限
国债收益率均值 10BP（基点），位
于投标区间下限。各承销机构认
购积极性较高，全场认购倍数达到
24.85倍。

本批次债券主要用于偿还9月

20日到期的2017年河南省政府一
般债券（七期）、2017年河南省政府
专项债券（八期）、2017年河南省郑
州市、开封市等15个省辖市专项债
券的部分本金，将有效缓解相关市
县的偿债压力。

据了解，今年以来，省财政厅
根据债券到期时间和实际需求提
前制定再融资债券发行计划，精准
选择再融资债券发行时间，确保到
期债券按时还本付息，力求最大限
度节约融资成本。③9

本报讯（记者 李晓敏）9月 18
日，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全省疫
情防控“能力双提升”培训会，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
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和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

副省长宋争辉主持会议并讲
话。宋争辉指出，要通过系列专题
培训，采取经验介绍、案例复盘、应
急演练、技术指导等方式，不断总结
交流经验教训，全面提升常态化疫
情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真正做到
领导干部和防控人员“人人了解政

策、人人懂得处置”。
宋争辉强调，要始终保持对疫

情防控重要性的清醒认识，持续从
严从紧从细从实抓好疫情防控工
作，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进
一步压实防控责任，确保疫情防控
各项工作不脱节、不断链、不削弱；
持续开展督查，推动问题全面、深
入、彻底整改；筑牢织密外防输入
防线和内防反弹安全网，切实做好
国庆假期及前后疫情防控工作，坚
决守牢长周期不发生规模性疫情
反弹的底线，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营造良好氛围。③7

本报讯（记者 郭北晨）9月 19
日，记者从河南省通信管理局获悉，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发布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对
全国31个省（区、市）在数字基础设
施、数字技术创新、数字经济、数字
政府、数字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水平
进行了评估。河南在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和京沪浙苏津粤渝等地共
同位居全国第一梯队。其中，我省
百兆以上宽带用户占比超过99%，
位居全国第一。

《报告》指出，第一梯队地区超
前部署 5G、千兆宽带、数据中心等
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字应用服务
普及完善，构建区域数字化发展的
优势基础环境。

今年以来，省通信管理局进一
步统筹整合行业力量、发挥行业优
势，深入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

新开通 5G基站超 2.76 万个、累计
达到 12.47 万个，实现乡镇以上和
农村热点区域全覆盖。持续扩容
提升骨干网络，郑州国家级互联网
骨干直联点扩容网间带宽 200G、
总带宽达到1820G。

全省 5G 规模化应用取得积
极进展。各行业领域已复制推广
项目达 932 个，其中医疗、教育、
装备制造、农业等领域复制推广
效果明显。各省辖市 5G 融合应
用加快复制推广，其中郑州、洛
阳、周口、南阳、濮阳、平顶山、驻
马店、商丘等 8 市 5G 应用项目数
均突破 50 个。全省累计建设智
能车间、智能工厂 919 个，建成洛
阳、许昌、漯河、新乡等 4 个工业
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初步
建立“1+37”工业互联网平台体
系。③9

□河南省留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为工

我从小就跟随父母辗转全国

各地，郑州是我待得最久的地方之

一 ，在 这 里 度 过 了 高 中 和 大 学 时

光。1993 年，我去美国从事中美贸

易工作，8 年时间累计为中国引进

外资 10 亿美元，事业虽小有成就，

但思乡情浓。长期在中美两国间

游走，让我看到国内无限商机，回

国创业的梦想在心中生了根。

我一直认为，梦想是用来实现

的。于是，2001 年，我毅然回到郑

州，创立了河南世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用短短几年时间让公司成长

了几十倍。成功的背后，种种艰辛

难以道尽。

淋 过 雨 就 更 想 为 他 人 撑 伞 。

我的梦想也在悄然改变，我想帮助

越来越多像我一样的归国留学生

和创业者，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畅

通无阻。2006 年，我欣然接受郑州

市政府的邀请，成立了河南省留学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并在郑州设计

投资了“中美国际创业港”项目，开

始了二次创业。

经过初创时期的艰辛与努力，

项目一期的三栋楼终于在2015年建

成投用，占地 10万平方米，我将其取

名为“报国大厦”，并在实践中摸索

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营方式。很

多创业者的科技化、专业化程度很

高，但没有资金，对政策环境理解也

不深。我们就先帮助他们“筑梦”，

确定创业方向，再助其“逐梦”，匹配

资金并提供法律、培训、税收及海外

市场开拓等全方位的服务支持，为

其打造最佳的创业生态环境，最终

成功“圆梦”。截至目前，项目累计

引驻科技型创新企业上千家，留学

生企业百余家，创业辅导培训超过

10万人次，吸引各类人才3000多人，

企业生产总值超100亿元。

近些年，国家飞速发展。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更加彰显自主

创新和科技人才的重要性。国家

给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制定了好

的政策，逐步创造科学、理性的创

业环境。创业者的机会来了！

我们也抓住机遇，将“中美国

际创业港”项目拓展到了北京、深

圳、南京、大连和美国纽约、波士顿

等地区，计划未来三年在全球 20个

国家和地区实现落地，将其做成国

际化的创业运营管理品牌，帮更多

的人实现创业梦想。③4

（本报记者 李晓舒 整理）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条例》和有关规定，现将拟任
职干部情况公示如下，请予监督：

吕娜，女，1971年 8月生，省委
党校研究生，历史学学士，中共党
员，现任漯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拟任省辖市委副书记。

王宏武，1966年 10月生，在职
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周口市副市
长，拟任省辖市委常委。

刘颖，女，1976年 10月生，大
学，管理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
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拟提名为省
辖市政府副市长人选。

公示期限：2022 年 9 月 20 日
至2022年 9月 26日

监督电话：0371-12380

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
2022年9月 19日

我省成功发行政府债券172.85亿元

加强培训 提升能力
从严从紧从细从实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河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居全国第一梯队

帮更多的人实现创业梦想

关于吕娜等3名同志拟任职的公示

创新潮涌伴我行

□本报记者 冯军福

9月 17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第五届高校院所
河南科技成果博览会（以下简称“高博
会”）将于9月24日在新乡拉开帷幕。

今年高博会将开展哪些活动？有
哪些新亮点？目前筹备工作如何？

7场系列活动，聚焦国之大者

据介绍，今年高博会包括 7场系列
活动，分别是：开幕式暨中原农谷论坛、
河南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论坛、氢能产
业发展论坛、中东欧国际优秀创新机构
对接合作专场、首届全国智慧灌溉论
坛、火炬科技成果直通车新乡站（现代
农业专场）、中原脑计划与脑科学发展
高峰论坛暨中原精神神经医学国际论
坛。

“7场活动的内容重点聚焦服务国

之大者、省之要者和民之盼者。”新乡市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王
占波表示，本届高博会将紧紧抓住国家
种源安全和粮食安全、乡村振兴等战略
机遇，深化各方科研、项目、人才等战略
合作；围绕种业、智慧农业、氢能、脑科
学等领域，交流共享新成果、新技术；发
挥我省高校院所众多、创新资源集聚等
优势，在种业、氢能等领域引企、引资、
引才、引智。

“相比去年的首届院士论坛，今年
的论坛形式和内容更为创新。”新乡市
平原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岳永鹏介绍，中原农谷论坛将重点围绕
种业技术创新、种业全产业发展等问题
进行7场主旨报告，并进行深入研讨。

“此次氢能产业发展论坛增加了氢
能产业规划及政策发布、首批氢燃料电
池车辆交付投运等环节，涵盖了氢能产
业发展全链条、全要素、全过程、全场
景。”新乡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

主任刘彦斌介绍。

百余位嘉宾云集，破解关
键核心技术

本届高博会更加注重与知名院所
的交流合作。包括 9 名院士、10 余位

“双一流”高校和科研院所负责人，以及
企业、技术转移机构、投融资机构代表
等 110 多位重要嘉宾将通过线上线下
的方式参会。

同时，本届高博会还将面向社会发
布13项“揭榜挂帅”重大项目创新需求，
着力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及“卡脖子”技
术难题，打造生物育种、氢能等产业发
展风向标。

中国农科院农田灌溉研究所所长、
党委副书记周国民介绍，“首届全国智
慧灌溉论坛”将重点开展智慧灌溉学术
交流、科技成果发布等活动内容，推动
智慧灌溉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为我国

粮食安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技术
与装备支撑。

高校院所与企业携手，助
力科技成果转化

作为三大创新主体之一，高校是科
技创新、成果供给的重要力量。

“本届博览会期间，将专门召开河
南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论坛，聚焦高校
科技成果转化的困境和解决思路进行
交流探讨，更多更好地让技术‘破茧’转
化成‘蝶’。”省教育厅科学技术与信息
化处处长杨学勇说。

省科技厅科技成果转化与区域创
新处处长程艳介绍，火炬科技成果直通
车新乡站（现代农业专场）是本届唯一
以“现代农业”为主题的专场。围绕农
业领域，目前已征集科技成果 450 余
项，已有近 80项成果达成初步合作意
向。③7

聚焦河南科技成果，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

百余位重量级嘉宾相约高博会

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14倍

由40.2亿元增加至620.78亿元

全省研发经费投入从310.8亿元增加至 1018.8亿元

全省人才资源总量达 1201.23万人

较2012年增长27.7%

10年间

制图/单莉伟

回声

9月19日，光山县南向店乡何畈村鑫磊合作社社员在抢收水稻，确保颗粒归仓。⑨6 谢万柏 摄

““河南这十年河南这十年””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

秋收好风景

截至2021年年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