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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圳10月 13日电（特
派记者董柏生、李秋） 10月10日
到13日，市委书记王小平在参加
焦作 （深圳） 招商推介暨项目签
约和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教育装备
产业专题招商推介暨项目签约活
动之际，带领我市相关市直部
门、各县 （市） 区和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主要负责人，到深圳、
佛山、广州部分重点企业考察对
接工作。市领导杨娅辉、郭鹏、
牛炎平、乔学达、王付举分别参
加考察对接。

10日下午，王小平一行到深
圳市水务 （集团） 有限公司参观

考察并出席座谈对接会。深圳水
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胡嘉
东，党委副书记、总裁吴晖，分
别介绍了深圳市供水管理及安全
保障工作、城市智慧水务平台建
设等情况。

王小平说，焦作与深圳水务
集团结缘已久，焦作水务作为深
圳水务集团首个异地项目，两年时
间建成两座南水北调水厂，满足了
焦作市中心城区的用水发展需求，
体现了深（圳）焦（作）合作下，焦作
水务运营的“深圳速度”“深圳质
量”“深圳标准”。焦作与深圳水务
集团在城乡供水一体化、污水处

理一体化、垃圾处理一体化等方
面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希望
双方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共
同助力城市绿色发展、高质量
发展。

11日上午，王小平到深圳优
必选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
业发展、科技研发、市场应用和
前景，以及企业与焦作合作意向
和项目推进情况，希望企业在5G
技术应用和AI产业运营等方面加
强与焦作的对接合作，实现政
企、企地携手发展、合作共赢。

中集现代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是国家 AAAAA 级物流企业，正

在推进武钢物流焦作多式联运综
合枢纽项目。王小平了解了该公
司海内外多种经营、技术创新及
与我市合作项目的推进情况，希
望企地双方发挥“政府+企业”

“政策+市场”优势，加快推进集
装箱公铁海联运项目，促进焦作
现代物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3日上午，王小平一行到位
于佛山的碧桂园集团总部，与集
团董事局主席杨国强，集团党委
书记、总裁莫斌等座谈交流，了
解企业发展方向和投资重点。双
方就在谈项目和机器人中央厨
房、智慧城市管理、教育装备产

业、社区零售、设施农业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交流。

杨国强对我市经济转型、城
市转型和人居环境改善取得的成
绩以及良好的投资环境给予赞
赏，表示在加快碧桂园产业转型
的同时，积极加强与焦作市县两
级政府的合作，助力焦作的百城
提质、智慧教育和现代农业发展。

王小平还到深圳市腾讯计算
机系统有限公司、康佳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天安云谷、粤港
澳大湾区教育装备产业创新中
心、广州云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进行了考察对接。

王小平带队到深圳佛山广州考察对接工作
杨娅辉参加活动

新华社深圳10月12日电 深圳经济特区建
立40周年庆祝大会将于14日上午在广东省深圳
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
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
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
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
庆祝大会14日上午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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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秋、董柏
生）为进一步展示焦作对外开放
合作的态度和诚意，积极承接珠
三角及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
让更多的朋友关注焦作、了解焦
作、投资焦作，推动我市经济高
质量发展，10月10日，我市组织
市直有关部门和各县（市）区、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赴深圳等地开
展招商推介和项目签约活动。据
悉，在此次深圳招商引资推介会
中，共有 47 个项目签约，投资总

额达664.8亿元。
珠三角及粤港澳大湾区是新

兴产业、优质资本、高端要素聚集
的高地。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
的先行区、桥头堡、试验田，以勇
立潮头、敢想敢干、敢闯敢试、敢
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创造出一个
又一个“经济奇迹”，演绎出一个
又一个“春天的故事”。多年来，
来自深圳及其周边的众多投资
者，尤其是华为、腾讯、比亚迪、恒
大、碧桂园、健康元、正威国际、中

集集团、华大基因、尖峰眼科、东
鹏控股、同天投资、博雅教育等知
名企业，都与焦作保持着长期友
好的合作关系。

在 10 月 11 日举行的 2020 年
焦作（深圳）招商推介暨项目签
约仪式上，我市对外发布工业、
文旅等 76 个重大项目，现场签
约项目 33 个，投资总额达 522.8
亿元。所有签约项目中，有高成
长服务业项目5个、先进制造业
项目 20 个、基础设施项目 5 个、

现代农业项目 3 个，其中 7 个项
目投资在 30 亿元以上。值得一
提的是，战略新兴产业项目达15
个，占签约项目总数近一半，总
投资 307.6 亿元，占签约项目总
投资额的58.8%。

“引进一个、集聚一群、带活
一片”，这种裂变效应正是产业招
商的优势所在。去年10月，我市在
深圳举行了焦作国家高新区深圳
教育装备产业专题招商对接会，达
成了广泛合作意向。今年10月12

日，焦作市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教
育装备产业专题招商推介暨项目
签约仪式在深圳天安云谷多功能
厅举行，教育装备产业集群项目、
焦作恒大文旅城项目、云蝶科技
智慧教育产业基地等14个、总投
资 142 亿元项目进行现场签约。
这些项目的签约落地，必将把最
先进的教育理念、发展经验、管理
模式引入焦作，为我市教育装备
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铆足
后劲，实现跨越腾飞助力。

我市在深圳招商推介活动收获满满
共签约项目47个，投资总额达664.8亿元

10月12日，位于孟州市产业集聚区的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声隆隆，一派繁忙
景象。该公司总投资37亿元建成年产2000万只气缸套项目，目前项目一期、二期已经完成。该项目
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6亿元、利税9亿元。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本报讯（记者郭树勋）河南
省科学院与沁阳市共建的河南省
科学院科创园 （以下简称科创
园）自去年9月份签约、12月份
开园以来，目前已入驻科技创新
团队11个、专业实验室8个、中
试成果产业转化项目 20 多个，
注册科技型中小企业 10 多家，
河南省科学院数百名科研人员走
出实验室，投身到我市广阔的产
业发展中实现自身价值。省委书

记王国生今年 4 月 13 日来到这
里，对其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新模
式、新途径给予充分肯定并鼓励
科研人员勇敢走出去。

“三园一器”完善创新链。
科创园由“三园一器”组成，即
中试园、创业园、产业园和科技
企业孵化器，围绕产业链，布局
创新链，配置人才链、资金链、
服务链，打造“研发中试+孵化
加速+创业基金+产业运营+循环

经济”的完整产业链条，形成
“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创新生
态体系，高标准建设院地合作示
范基地。截至目前，中试园入驻
创新团队和实验室开展中试项目
涉及有机功能纤维材料、新型环
保装备、生物制剂提取、辐射改
性新材料、新型饲料添加剂等领
域，吸引国内外百余名高层次人
才到沁阳市为企业解决技术难
题，（下转第二版②）

不走的科学院 创新的科技城

省科学院与沁阳共建科创园转化项目20多个

本报讯（记者陈彬 通讯
员崔鹏）近年来，温县紧紧围
绕“创新创造”，多措并举推进
院 （校） 地科技合作，为经济
高质量发展插上翅膀，为在乡
村振兴中探索特色产业振兴之
路增添了后劲。

积极引进创建院士工作
站。温县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
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突出
科研团队和人才的引进，平安
种业、京华食品、鑫合实业等
企业先后引进 5 家院士工作
站，涉及装备制造、小麦育
种、食品加工等领域。其中，
河南鑫合实业院士工作站由鑫
合实业和国家农业信息化方面
唯一院士——中国工程院赵春
江院士团队合作共建，帮助企
业聚焦山药等特色农产品的全
产业链发展，带动企业科技创新
人才成长，使河南农业信息化水
平走在全国前列。

紧抓高层次人才（团队）引
进。温县依托主导产业、特色产
业、重点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

（团队），重点解决县域高层次人
才（团队）不足问题。目前，该县
已引进创新创业领军团队6个，
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6名。
其中，拥有院士工作站的京华食
品和平安种业分别引进了孙宝
国院士团队及刘文轩、张坤普博
士，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努力打造合作共建创新平
台。温县突出企业主体作用，积
极推动企业与高等院校的深度
合作，打造合作共建创新平台，
切实增强企业研发能力。艾文
斯公司与河南理工大学合作共
建河南省名铝熔铸陶瓷功能材
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兰兴电力
与东北大学合作共建河南省牵
张设备系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重点突出特色产业对接。
食品药品产业是温县的主导产
业，该县积极与相关专业院校对
接，为企业搭建良好科技服务平
台，分别与拥有食品科学等优势
学科的天津科技大学、北京工商
大学签订科技创新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下转第二版①）

温县：院地合作赋能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徐金华） 9
月29日，国家智能清洁能源汽
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河南
凯瑞车辆检测认证中心有限公
司，获得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
理委员会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证书。至此，我省建
成首家汽车领域国家级检测中
心，也是智能清洁能源汽车领
域唯一国家级检测中心，对于
提升汽车行业产品质量，推动
产业技术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据了解，位于武陟县产业
集聚区的国家智能清洁能源汽
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由中国
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与 黄 河 交 通 学 院 合 作 共 建 ，
2018 年 6 月获得国家认监委批
准筹建，同年 10 月开工建设。
该中心集智能清洁能源汽车第
三方检测服务平台、技术与产
品开发服务平台和高层次人才

培 养 平 台 为 一 体 ， 实 现 产 、
学、研有机融合。项目一期投
资4.7亿元，建成河南凯瑞汽车
试验场地、整车试验室、排放
试验室、EMC试验室、安全试
验室、部件试验室。河南凯瑞
汽车试验场地拥有直线性能
路、动态广场、车外噪声测试
路 、 坡 道 路 、 弯 道 制 动 路 、
120°弧道路、ABS 制动测试
路、涉水道路，可开展公告、
3C、营运车辆、环保等法规、
认证和委托检测，以及技术咨
询、培训交流等服务。

此外，该中心还将开展智
能清洁能源汽车技术规范与标
准的研究和修订，汇聚行业力
量构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综
合测试评价体系，规范产业发
展模式，营造开放、公平、包
容、创新的市场环境，为华中
地区以及我国汽车产业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

我省首家汽车领域国家级检测中心
获国家认监委资质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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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笔最高贴息4000元
我市2020年度住房公积金贷款贴息工作开始

间谍重案公布
“台独”分子深圳偷拍大量武警集结视频图片

遏制“舌尖上的浪费”
市纪委第四监督检查室开展专项督查

出台“十二条意见”
市中级法院全面落实“六稳”“六保”

本报讯（记者杨丽娜） 昨日，市委
副书记、市长徐衣显带队分别到省住建
厅、交通厅对接工作，与省住建厅厅长
赵庚辰、交通厅厅长李卫东等座谈，就
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打造现代综
合交通体系等汇报工作、听取指导。省
住建厅副厅长郭风春，省交通事业发展
中心主任温胜强，副市长闫小杏一同对
接座谈。

在省住建厅，徐衣显对赵庚辰为担
当者担当的服务理念和深入基层“真
听、听真”的务实作风表示钦佩。他
说，近年来，在省厅的正确指导和全力
支持下，焦作大力推进百城提质、基础
设施建设、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程项目建设审批制度改
革等工作，城市功能布局、品质内涵、
发展后劲全面提升。希望省住建厅在老
旧小区改造提质、国家级节水型城市创
建等方面予以更大支持，在工程项目审
批制度改革、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等工作
给予更多指导，焦作将积极承接国、省
试点建设，为全省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赵庚辰称赞焦作高度重视、高位推
动城市建设和管理，为全省探索了创新
做法、提供了典型经验，表示将聚焦我
市具体需求，发挥职能作用，全力提供
支撑服务、支持保障。希望焦作给予城
建领域更多支持，守好城市安全风险底
线，继续为全省城乡建设发展做示范、
当标杆。

在省交通厅，徐衣显感谢省厅长期
以来对焦作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他
说，焦作正抢抓建设现代流通体系、构
建新发展格局等机遇，发挥“两山两
拳”资源、郑洛“双核”辐射等优势，
加快推进高铁高速、干线公路、公改铁
等重大交通新基建项目，着力打造现代
综合交通体系，希望省厅在高速公路
网、郑焦轨道交通网、公铁海机综合
立体交通网规划以及乡村道路建设、交
通运输安全教育基地省部共建等方面给
予指导支持。

李卫东表示，焦作在省“十四五”
“两圈三山六通道”项目规划中地位重
要、优势突出，将全力为焦作高速线型
优化、郑焦城际公铁快线、交通结构调
整、乡村道路规范等提供针对性服务。
同时，希望加大运输监管力度，打造亮
点，守好道路交通安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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