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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杜玲）昨日上
午，第八届全国大中城市联合招
聘高校毕业生 （秋季） 焦作站巡
回招聘会在河南理工大学举行，
来自省内外 600 家企业提供就业
岗位 5 万余个，2 万余人进场求
职，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8000
余人次。本次巡回招聘会是中
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

“2020招才引智专项行动”焦作专
场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全国人
才流动中心党委副书记宋小燕宣
布招聘会启动，副市长薛志杰、

河南理工大学校长杨小林出席活
动。

本次招聘活动由人社部发
起，全国人才流动中心、河南省人
社厅、焦作市政府联合主办，河南
理工大学、焦作市人社局承办。活
动吸引了各地国有企业、上市公
司、高新技术企业、行业领军企业
和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等各类用人单位及政府所属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来焦，600家用人单
位现场招聘，提供就业岗位5万余
个，是我市今年年初以来举行的最

大规模的招聘会。招聘会更是吸
引了我市焦作师专、焦作大学及郑
州、新乡、平顶山等其他院校的应
往届毕业生参加。截至当天招聘
会结束，共有 2 万多名高校毕业
生进场求职，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8000人次。

记者在现场看到，此次招聘
会规模大、企业多、学生参与率
高，用人单位通过宣讲、海报展
示、面对面交流等方式向毕业生
展示企业文化、福利待遇。现场
还设置了综合服务区，开展创业

培训咨询、就业指导、职业规划
等服务，鼓励和扶持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使就业服务工作更加
信息化、精准化、专业化。

此次招聘会依托高校毕业生
精准招聘平台专业测评技术、大
数据智能匹配技术，建立全国联
动、信息畅通、资源共享、精准
发力的高校毕业生精准招聘服务
机制，完善线上智能匹配、线下
精准对接的“互联网+”新型招
聘服务模式，实现“一点登录、
全平台查询”“数据多跑路，学生

少跑腿”。
据悉，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

虽然受疫情影响形势严峻，但随
着国内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各
地人才市场正在逐渐回暖，秋季
招聘已成为企业储备新生力量的
重要机会，不少有招聘需求的企
业纷纷扩大招聘规模。市人社部
门将进一步通过网络招聘、现场
招聘、精准化人才推送等方式，
全力为用人单位和高校毕业生提
供精准化服务，千方百计促进高
校毕业生就业。

第八届全国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
（秋季）焦作站巡回招聘会昨举行

本报讯（记者徐金华、朱晓琳） 金秋
十月，丹桂飘香。在焦作市首届院 （校）
地科技合作洽谈会暨招才引智大会——中
国科学院 （河南） 科技成果发布暨项目对
接会开幕之际，10月17日，来自全国各地
的与会嘉宾、专家学者陆续来到会议驻地
报到，赶赴这场科技合作、招才引智、招
商引资盛会。

匆忙的脚步，忙碌的身影，一辆又一
辆满载宾客的车辆驶入大会报到地点，签
到、发放资料、安排住宿……在焦作迎宾
馆、焦作月季花园酒店大会签到处，记者
看到疫情防控措施得当，工作人员有条不
紊地进行报到服务，引导嘉宾完成报到程
序。

前来参会的每一位嘉宾都精神抖擞、
充满信心。未来两天里，大会将围绕“聚
高端创新资源，助焦作更加出彩”主题，
开展科技成果发布、专场对接洽谈、项目
合作签约等活动，推动转化一批重大科技
成果，引进一批新型研发机构、投融资及
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签约一批科技合作项
目，汇聚一批高层次人才 （团队），推动我
市科技开放创新提质增效。

“焦作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经
济基础好，此次大会是一步先手棋，必将
对焦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
用，强化发展后劲，拓展发展前景。”天津
科技大学副校长安玉健表示，这次团队来了14人，大会期间将
与焦作的企业进行深入沟通，把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企业生产
力。

带着科研成果前来参会的天津科技大学讲师杜婷说：“希望
借助此次大会，能够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进
行充分交流，了解技术需求，精准对接服务，为当地经济高质量
发展汲取养分。”

中科院（河南）育成中心主任吴四发带领团队10月15日就
提前来到了焦作。“我们很期待这次大会，大会的召开进一步促
进了中科院科技创新项目的落地，提升了中科院科技成果为经济
社会发展服务的效能，推动经济产业需求与中科院专家成果双向
精准对接，为焦作的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吴
四发说。

据了解，大会参会科研单位和高校119家，嘉宾430余人，
现场发布科技成果200余项。时至18时，大多数与会嘉宾和专家
学者已入住宾馆。

大
会
嘉
宾
昨
日
报
到

本报记者 朱晓琳

“我去过焦作很多企业，多氟
多、龙蟒佰利联、中原内配等，我来
过四次焦作，今年这是第三次来焦
作，对焦作的印象很深，焦作企业的
创新实力和产业化能力很强大！在对
焦作企业的走访、调研过程中，我切
实触摸到创新给这座豫北古城带来的
强劲脉动，焦作用管理和服务创新为

科技创新‘保驾护航’，焦作走
在河南创新发展的前

列！”中科院 （河
南） 育成中心

吴四发说。
焦作正

处于推动传
统 产 业 改
造 升 级 、
塑 造 高 质
量 发 展 格
局的关键时

期，创新是
焦作发展的突

出短板，但是焦
作市委、市政府支
持创新、鼓励创新、
推动创新，下定决
心、奋起直追，敢于
担当、迎难而上。焦

作市委强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建设“创新焦作”，科技创新已成为
支撑焦作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这将
是焦作创新发展的秘诀。谈起焦作的
发展，吴四发激情澎湃，侃侃而谈。

“近年来，焦作与河南省科学
院、省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
在多领域的合作已初见成效，在巩固
深化院地合作机制、推动重大项目合
作、加强院地校地创新平台建设等方
面仍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吴四发说。

由于历史原因，河南的国家级科研
资源和平台长期匮乏。中科院河南中
心成立以来，广泛聚焦河南省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依托中科院的科
技、人才优势，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大会的召开进一步促进中科院
科技创新项目的落地，提升中科院科
技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效能，
推动经济产业需求与中科院专家成
果双向精准对接，为焦作的创新驱
动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我
们将聚焦焦作市经济社会发展重大
需求，集中相关优势科技力量，把
焦作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试验田，
与焦作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
的科技合作，注重培养科学研究和技
术创新人才，为焦作市创新驱动发展
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
撑。”吴四发说。

焦作走在河南创新发展的前列
——访中科院（河南）育成中心主任吴四发

本报记者 朱晓琳

昨日下午，天津科技大学副校长
安玉健带领 14 人团队来到焦作。第
一次踏上焦作土地的他，立即向接待
他的温县副县长杨有军了解起焦作的
地理环境、人文风情、社会发展等情
况。“焦作市首届院（校）地科技合作洽
谈会暨招才引智大会是一步先手棋，
将对焦作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很
大的促进作用，强化发展后劲，拓展发
展前景，这次大会我们将与温县签战
略合作协议。”安玉健说。

安玉健说，焦作医药产业基础坚
实，现代农业优势突出，“四大怀
药”闻名全国，食品、生物医药等产
业正向高端化、标准化、品牌化转
型，亟须科技支撑、智力支持。天津
科技大学生物医药、食品等专业国内
领先，希望校地企聚焦产学研用一体
化，建立紧密型合作平台、常态化对
接机制，找准技术成果转化的结合
点、引爆点，促成更多项目落地达
效，合力打造校地合作新典范。

“这次来，我们主要是通过产学
研帮助温县食品企业的乳饮料开发升
级项目进行一些调研，并签约项
目。”安玉健说，“高校服务社会，提
供技术成果转化及解决方案，是新时
代的迫切要求。校地企将进一步加强

对 接 、 密 切 交
流 ， 针 对 焦
作企业具体
需求开展
靶 向 科
研 ， 让
更 多 技
术 成 果
在焦落地
生根、开
花 结 果 ，
推动合作走
深走实。”

“焦作是一个
文化底蕴深厚的城
市，经济基础很
好，我们将与焦作
的企业进行深度沟
通，把高校的研究
成果转化到企业。
我们的科研需要做到大地上去，需要
做到企业中去，只有和经济社会发展
相结合、相联系，学校才能实现高质
量发展。我们这次来，一方面是认真
服务寻找合作机遇，一方面是学习在
学校学不到的东西。通过合作，不仅
解决粮食深加工的问题，更要有大健
康的理念，推动药食同源、生物医药
产业发展，将最新科研成果在焦布局
转化，焦作具备这样的发展环境和厚
植土壤！”安玉健说。

让更多技术成果在焦落地生根
——访天津科技大学副校长安玉健

（上接第一版） 我市 34 家企业进
入2019年度省“专精特新”优质
中小企业培育库，居全省第五。

作为重工业城市，我市的科
技产业综合体曾经是“一穷二
白”。这几年，我市以科技产业综
合体建设为抓手，大力发展楼宇经
济、总部经济，“竖起来的科技产
业园”不仅实现零的突破，而且
呈现出“雨后春笋般”的发展态
势，城市经济“亩均效益”大幅
提升。截至目前，我市共谋划建
设河南理工大学科技园、科技总
部新城、腾云数字经济产业园、
建筑科技产业园、地理信息产业
园、融媒体文化科技产业园、创
新创业大厦等科技产业综合体，
其中仅2019年就入驻科技型企业
661 家、研发机构 67 家，取得科
技成果 338 项、申请专利 645 件，
实现产值11.6亿元。

这几年，我市多措并举，加
速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向焦作集
聚。通过实施“1+6”人才政策
体系、“引才聚焦”战略，累计评
选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 （团
队） 95 个、扶持资金超 1 亿元。
通过加强与科研院所对接合作，
我市累计引进转化中科院科技成
果 51 项，获得支持经费 1320 万
元，其中与省科学院合作打造的
沁阳科创园受到了省委书记王国

生的高度评价。近日，在省财政
厅、省科技厅组织开展的全省
2019年度科技投入等考核评价工
作中，我市被评为全省2019年度
组织科技投入、落实重大科技改
革政策、优化科技创新环境成效
较好的市，名列全省第一，获得
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项目奖励
资金400万元。

作为黄河文明的一颗璀璨明
珠、黄河流域的一道生态屏障、
黄河之北的一座重要城市，焦作
展开了速度与激情的新时代叙
事，正经历古韵与新风兼容、颜
值与气质双修、实力与魅力共升
的美丽嬗变。

知其所来，识其所在，明其
将往。曾几何时，焦作是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的佼佼者，人均各项指
标均居前列。曾经，“不到焦作不
知中原之富”被焦作人引以为傲。
然而，进入 21 世纪，标兵越跑越
远，追兵逐个反超。对此，几多尴
尬，几多不甘，怀川儿女心中有说
不尽的苦涩和憋屈。

思路决定出路，眼界决定境
界。焦作新一届市委成立后，加快

“四个焦作”建设、早日跻身全省
“第一方阵”的号角澎湃激昂，像巨
石投进沉寂的水面，激起澎湃发展
的浪花。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实

体经济是我国发展的“本钱”，是构
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
撑。近年来，焦作坚定推进产业转
型升级，加强自主创新，发展高端
制造、智能制造，矢志不渝发展制
造业和实体经济，推动区域经济由

“量大”转向“质强”。
位于佛山的广东工业设计城，

是国内最大的工业设计产业基地，
入驻有德国、日本、意大利以及香
港、深圳等国内外 106 家公司的
1200多名设计大师，国家级创新成
果转化为珠三角城市群提供了澎
湃动能。2018年5月，我市专题研
修班赴佛山学习考察期间，市委书
记王小平向当地领导当面提出将
工业设计城引入中原的想法。之
后，我市先后十多次派人洽谈对
接。功夫不负有心人。2019 年 1
月，全省首家以工业设计为核心的
创新产业园区，具有纯正“广东血
统”的中原工业设计城在焦作开
园。

目前，中原工业设计城建成
5G 产业园等科技产业综合体 12
个，已入驻科技型企业 661 家、研
发机构 67 家。2019 年，焦作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8.2%，高于
全省3.5个百分点，技改项目数居
全省第二位，万元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能耗下降16.5%。

工业是焦作发展的命脉和基

石。无论形势如何变化，历届领导
班子始终把工业立市、工业强市作
为不变的追求。2016年以来，新一
届市委更把工业摆在“打头阵、唱
主角、挑大梁”的战略地位，强力实
施大企业集团“1020”和“头雁企
业”培育工程，引领全市上下在
创新发展、转型升级中一路爬坡
过坎、攻城拔寨。

钛白粉是目前世界公认最
白、最稳定的无机颜料，被称为

“工业味精”，佰利联数十年如一
日，咬定“钛”字不放松，硬是
将钛白粉生产规模做到国内第
二。2015年，佰利联上演“蛇吞
象”传奇，全资收购国内产能第
一的龙蟒钛业，合并成立龙蟒佰
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后，
龙蟒佰利联手持创新利器，持续
扩大规模。现在，该公司钛白粉
年产量超百万吨，稳居亚洲第一
位、世界第三位，连续 3 年营业
收入超百亿元。

气缸套是汽车上的小零件，
相当于汽车发动机的“心室”，
科技含量极高。中原内配持续创
新，硬是拼出了世界老大的地
位。2017 年，中原内配与掌握
世界顶尖技术的德国莱茵金属集
团战略合作，在孟州建设年产
180 万只国Ⅵ发动机钢质活塞项
目。如今，中原内配生产的河

阳牌气缸套已纳入奔驰、沃尔
沃、康明斯等国际知名企业全球
采购体系，全球每10辆高端汽车
中 4 辆汽车的发动机有“焦作基
因”。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被人
们戏称为“老氟爷”的多氟多董
事长李世江虽然年过70岁，但满
脑子想的是科技、创新、市场、
资本和社会责任。在他的带领
下，多氟多拥有专利 400 多项，
先后承担“863”计划、工业强基
工程等16项国家级项目，产品涵
盖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多氟
多开发出半导体用电子氢氟酸新
工艺，达到G5级别，实现了世界
级中国造，不仅为我国芯片产业
发展提供了支撑，也将迎来新的
发展机遇。

没有等出来的成功，只有拼
出来的精彩。咬定创新红利，焦
作的颜值和品质大幅度提升，一
个创新、富裕、美丽、平安的新
焦作正向我们款款走来。我市将
持续加快建设新兴科创名城，为
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示
范城市，致力打造“精致城市、
品质焦作”，争当河南在中部地区
崛起中奋勇争先的主力军注入磅
礴的科技动力，努力在中原更加
出彩中出重彩、更精彩，作出新
成绩、打造新亮点！

（上接第一版）在引进高层次人
才（团队）、合作共建创新（服
务） 平台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突
破。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实施
招才引智、集聚创新资源，我
们实现了开好头、起好步！

今天，是我市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里程碑日子”，全
市上下激情饱满、斗志昂扬，
精彩办会、招才引智，誓让首
届大会实现开门红、赢得满堂
彩，把盛会打造成我市继“一
赛一节”后对外开放合作领域
的又一个“金字招牌”。

发展无穷期，创新无止
境，盛会新起点。迈上创新赋
能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我们要
坚定不移抓创新，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
的系列重要论述精神，省委、
省政府关于科技创新工作的新
部署新要求，大力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践行创新理念、
提升创新能力、厚植创新载
体、引育创新人才、优化创新
环境，围绕建设“四个一批”
重点任务，积极搭建“一平台”、
建立“两机制”、构建“三个核心
数据库”，吸引集聚高端科创资
源，为打造“精致城市、品质焦
作”、加快建设新兴科创名城、
推动焦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勇立潮头唱大风。迈上创
新赋能高质量发展新征程，需
要全市上下审视时代风云，增
强忧患意识，顺应科技创新发
展大势，定决心、强信心，拓
思路、转思维，加快走出一条
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富焦
作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

论创新，当看怀川；数英
雄，还看今朝！

祝大会圆满成功！

安玉健在接
受采访。

本 报 记 者
翟鹏程 摄

吴四发在接
受采访。

本 报 记 者
翟鹏程 摄

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引擎

本报记者 赵改玲

说起焦作，就会让人想到
云台山、太极拳，而大会也是
宣传焦作形象的最好方式之
一。记者昨日打探开幕式会场
了解到，焦作元素无处不在让
人眼前一亮。

10月17日，大会开幕式举
办地市会议中心圆形报告厅，
工作人员在给每个桌前摆放小
杯垫。记者看到，这个小小的
杯垫上有不少焦作元素：一个

陈式太极拳的经典动作——单
鞭，蓝绿色是云台山的标志，图
上还有中国·焦作二字。“焦作
市城市品牌形象标识整体含义
丰富，将焦作最具代表性的太
极拳、云台山包含其中，且造
型、含义与焦作紧密关联，体现
焦作的城市形象，让人印象深
刻。”正在参加彩排活动的嘉宾
纷纷点赞。大家认为，细节决
定成败，在细节处都体现焦作
形象，可见焦作办大会真是用
功、用情、用心，相信这一定
会是一次成功的大会。

小小杯垫体现焦作元素

我市志愿者在为大会服务。 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