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 筹：董柏生
编 辑：陈 琦
版 式：车 璇
校 对：王以振
组 版：华保红
服务热线：3569820
电子邮箱：jzskjjbgs@163.com

2019年8月14日 星期三

第104期

06双
周
刊焦 作 日 报 社

焦作市科技局
联
办

本报记者 徐金华

在全市第二季度重点项目建
设产业转型攻坚观摩评价活动
中，焦作科技创新综合体项目备
受观摩组关注。

观摩中，每到一处，观摩组
成员都认真听取项目情况介绍。
这里有科技创新综合服务中心，
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提供科技服
务、创业发展、项目申报、科技
融资一站式精准服务，为企业发
展赋能。这里有科技创新会客
厅，企业可了解我市科技创新、
科技人才、科技政策等方面的情
况。这里有焦作十大科技平台，
努力打造科技人才引进、科技企
业聚焦、科技研究开发、科技智
库咨询等十大高地。这里有焦作
籍院士、河南籍院士简介，定期
通过高端论坛联谊，吸引焦作籍
科技人才回乡创业。

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各类创
新平台联盟中心，如高新技术企
业联盟服务中心、科技型中小企
业联盟服务中心、科技企业孵化
器联盟服务中心、院士工作站联
盟服务中心……

项目建设是带动经济发展的
重要引擎，科技创新是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
核心动力。科技创新综合体项目
是由市科技局与山阳区合作打造
的全市科技高地，以科技创新综
合体为载体，以创客空间和高科
项目为两翼，加速知识产权、企
业联盟、院士工作站等各类平台
创新，加快建设全省乃至全国高
水平的科技孵化器、动力加速器
和发展新引擎。

据了解，科技创新综合体分
为 3 个部分。一是市科技创新综
合服务中心，建设综合服务区、
高科企业区、创客空间，塑造我
市科技创新IP，打造焦作科技创
新高地。二是多层次产业区，定
位于总部经济、研发机构、创新

孵化、金融服务 4 个平台的功能
目标，培育、服务创新型企业，
建成全国知名创业街区。三是高
品质生活服务区，提供高品质人
才公寓，建设特色商务酒店，配
套金融服务，打造全天候一站式
科技生活城。

目前，科技创新综合体已建
成国家知识产权局河南省审协中
心焦作分中心、高新技术企业联
盟服务中心、科技型中小企业联
盟服务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联
盟服务中心、院士工作站联盟服
务中心等科技平台，已入驻美亚
柏科、万联智慧等15家“三新一
高”项目，海龟科技、智讯科技
等50余家企业正在预审。

“这些中心和科技平台，不仅
能够招才引智，还能够集聚创新
要素，吸引‘三新一高’企业落
户焦作，激活发展动能。未来，
科技综合体将成为人才新高地、
政策新高地、产业发展新高地。”
市科技局局长杜安禄对记者说，

“项目建成后，将汇聚200家科技
型企业、20 余家高新技术企业。
我们的目标是将项目建设成为立
足山阳、服务焦作、辐射河南、
全国知名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国家级众创空间。这也是我
们贯彻落实全市‘学徐州扬州、
促转型发展’动员大会精神，学
习借鉴扬州智谷建设经验，优化
科技营商环境的一项重要成果。”

时至今日，十一届焦作市委
更是高瞻远瞩，把创新作为引领
发展的主引擎，将创新驱动战略
放在推动转型发展的三大战略之
首，将创新焦作放在建设“四个
焦作”的首位，积极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一系列科技创新
成果印证了市委、市政府强力实
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英明决策，科
技综合体也秉承把科技创新作为
引领焦作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
力，作为打造“精致城市、品质
焦作”，建设“四个焦作”的战略
支撑。

集聚创新要素 激活发展动能
——焦作科技创新综合体项目探秘

本报记者 徐金华
本报通讯员 樊玉东

在 8 月 2 日下午召开的市委
工作会议暨全市重点项目建设产
业转型攻坚推进会上，我市隆重
表彰了第三批创新创业人才（团
队）。其中，河南佰利联新材料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齐满富荣获高
层次创新人才称号。

自 1989 年以来，齐满富一
直在钛白粉行业工艺技术领域，
从事生产技术的研发、技改工
作。2014年，齐满富担任河南佰
利联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后，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把自主创新作为提升竞争力
的重要途径，以创新抢占制高
点，以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特
别是 2015 年以来，该公司氯化
法钛白粉生产线的成功投产，打

破了国外氯化法钛白粉工艺技术
的封锁，这让齐满富无比兴奋。

未来，钛产业仍然是龙蟒佰
利联集团的核心业务。钛产业能
否可持续发展，关系到龙蟒佰利
联集团的所有利益相关方。“目
前，科技环境发展趋势以及国际
上杜邦—科慕、科斯特—特诺、
亨茨曼等钛白粉巨头对高端氯化
法钛白粉所占据的优势和所享誉
的行业地位，使我们必须进一步
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齐满富
向记者分析了当前的形势。

“龙蟒佰利联集团钛产业要
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在国际市场
上实现新跨越，同时还要在环境
治理和资源节约中寻求新的盈利
机会，这就需要我们对原材料、
产品质量、生产技术、工艺控制
过程进行创新发展，只有企业源
源不断地进行创新，目标才能得
以实现。”齐满富说。

据 了 解 ， 低 成 本 高 纯 度
TiCl4 的制备研究项目实施，是
突破国内钛合金产业发展的重要
限制性因素，拓宽高纯度 TiCl4
生产的原料范围，可以有力推动
海绵钛行业升级，提升国内海绵
钛产品的竞争力。

为此，齐满富积极参与项目
研究，在氯化小试反应装置上，
对不同钛原料复配使用，优化钛
原料的氯化行为；研究钛原料品
位、杂质元素和粒径等变化时的
氯化工艺控制技术以及筛选2～3
种除钒试剂，精馏工艺引入分子
筛等物理吸附塔，降低精馏塔能
耗；研究工艺尾气的回收处理和
废气防治技术，提高钛回收率；
强化除硅、除锡、除铝工艺控
制，重点研究精四氯化钛色度指
标，形成高纯度、高品质、稳定
性高的四氯化钛精制技术。

目前，我国钛原料供应紧

张，仍需大量进口高品质富钛
料。为保障资源安全且可持续供
应，如何开发利用国内钛资源制
备低成本高品质富钛料、低成本
高纯度 TiCl4，对我国钛工业发
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通过优化原料配比生产出
合格的四氯化钛产品的同时，探
索不同原料配比对氯化反应以及
四氯化钛纯的影响，开发出适宜
的原料配用方案和生产过程控制
措 施 ， 最 大 限 度 节 约 原 料 成
本。”齐满富告诉记者，低成本
高纯度 TiCl4 项目的实施，进一
步推动我国钛合金产业升级。

多年来，齐满富先后完成国
家级科研成果1项、省级科研成

果1项。研究项目《硫铁钛联产
法钛白粉清洁生产工艺》 荣获
2010～2012年度无机化工科技进
步奖、2012年中国石油和化工科
技进步三等奖、2014年河南省科
技进步二等奖；研究项目《钛矿
助磨剂》被河南省科学与技术厅
认定为河南省科技成果。目前，
齐满富共获得授权专利 14 项，
发表学术论文8篇。

此外，齐满富还累计完成公
司 级 成 果 26 项 ， 其 中 BLR-
895、896产品开发试车，氯化法
设备国产化及设备系统改造、
BLR-886 生产项目、人造金红
石在氯化法生产中的使用均获得
公司技术创新项目一等奖。

让创新成为核心竞争力
——记市第三批创新创业人才、河南佰利联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齐满富

本报讯（记者徐金华 通讯
员徐习军） 8 月 2 日，市委工作
会议暨全市重点项目建设产业
转型攻坚推进会召开之后，市
科技局立即组织机关全体人员
传达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
措施。

会 议 认 为 ， 这 次 大 会 以
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中部地区崛
起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为指导，全面总结了我市上半年
的工作，为全市下半年经济社会
发展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重

要遵循。今年年初以来，我市坚
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咬定转型升
级、创新发展不放松，把创新作
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持
续推进科技、金融、人才等方面
的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规上工业的 54.3%，处于历史最
好水平。实施高企倍增计划，完
成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注册
136 家。组织实施市科技重大专
项9个，新增市级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53 家。新增科技贷款 6600
万元，新增扶持科技型中小微企

业 20 家，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
源源动力。

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科技
创新。壮大创新主体，厚植创
新载体，用好创新资源，优化
创新环境。要培育创新企业。
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和
科技型中小企业“双提升”行
动，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成
长速度快的“科技小巨人”企
业，力争全年新增高新技术企
业 20 家。要完善创新载体。推
动河南理工大学科技园创建国

家级大学科技园，加快建设科
技总部新城等创新载体，再新
增一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
点实验室、院士工作站等创新
平台。要引进创新资源。建成
市科技创新综合服务中心，办
好政经产学研洽谈会等活动。
深 化 与 天 明 集 团 等 第 三 方 合
作，再引进一批国内外知名创
新服务机构。大力发展研发设
计、技术转移、信息咨询等科
技服务业，汇聚创新资源，提
升创新能力。

会议指出，当前，我市既处
于转型攻坚、爬坡过坎的关键阶
段，又处于蓄势提升的重要时
期，要盯紧目标、加压奋进，强
化措施、苦干实干，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确保全市科技
创新工作提质增效，推动经济社
会平稳健康发展，努力在中原更
加出彩中出重彩、更精彩，谱写
焦作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以优
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创新引领发展 科技提质增效

市科技局学习贯彻市委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讯（记者徐金华）8 月 12

日上午，市科技局召开会议，传达
学习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马
刚《发扬钉钉子精神坚持真抓实
干 推动重点工作任务落实见
效》重要讲话精神，并对全市科
技系统贯彻落实马刚的重要讲话
精神进行安排部署。该局领导班
子、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科技工作
面临任务多、肩负责任重的状
况，这既是对科技工作者能力和
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是对作风和
意志的最好考验。要按照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科学指导，大力发扬钉钉子精神，
重实效、出实招、办实事，一锤接
着一锤敲，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
过了一山再登一峰，跨过一沟再
越一壑，锲而不舍、持之以恒，
把各项科技工作做牢、做实，作
出成效。

会议强调，要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根据中心工作部署，突
出抓战略、抓规划、抓政策、抓
服务，集中力量抓重点、补短
板、强弱项，在汇聚创新资源上
下功夫，在完善创新体系上下功

夫，在提升创新能力上下功夫，
在健全创新机制上下功夫，打造
发展新引擎、培育发展新动能，
激活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要
加强联动、注重协同，既要立足
科技抓科技，还要跳出科技抓科
技，汇聚各方资源，形成创新发
展合力。要因地制宜，突出特
色，打造品牌，为在中原更加出
彩中出重彩、更精彩提供强大的
科技支撑。

会议要求，局机关全体工作
人员要认真学习马刚的讲话精
神，领会精神实质，各科室尽快
制定落实台账，贯彻落实情况要
与日常考核、年终考核相结合，
讲办法、讲效果、讲措施，树立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
向，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第
一梯队要求，加压奋进、对标先
进、补齐短板，确保目标实现。
各科室负责人要对照全省可比性
工作，找位次、找差距、找问
题，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将学
习成果运用到科技工作实践中，
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扎实推动我市科技创新工
作再上新台阶。

市科技局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省科技厅领导重要讲话精神

美亚柏科工作人员在演示“存证同步录音录像系统”。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昨日，风神轮胎股份有限
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生产。
该公司集轮胎的研制、设计、开
发、生产、经营及轮胎进出口为
一体，是中国全钢子午线轮胎重
点生产企业之一和最大的工程机
械轮胎生产企业，中国轮胎出口
基地，河南省百户、焦作市 18
户重点企业，河南省首批科技创
新型试点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昨日，焦作市古游今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在进行技术研发。该公司历
经 4 年时间，深度研究可视性“互联
网+”和新零售及AR、VR等新一代互联
网技术，并结合社会发展，以中国传统文
化为切入点，打造国内首个集可视性互联
网+文化、互联网+娱乐、互联网+社交、
互联网+产业等为一体的新型互联网平
台。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近日，焦作市迈科
冶金机械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在操作设备进行生
产。该公司是国家高新
技 术 企 业 ， 已 通 过
ISO9001∶2015 国际质
量体系认证、国家知识
产权管理体系认证和国
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认
证，主要生产高炉、烧
结、球团、脱硫除尘、选
矿五大系列冶金机械成套设
备。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