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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省院科技合

作 协 议 ， 扩 大 中 科 院 院
（所）与河南企事业单位合作
项目的影响力，充分反映省
院合作成效，鼓励双方持续
开展深度合作，提升河南企
业的科技创新能力，经河南
省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中心主任办公会议研究
决定，对“冬凌草的深度开
发研究”“汽车传动轴智能制
造集成技术应用开发”“用于
疫苗和血液制品研发的层析
系统研发”和“有机硅改性
聚氨酯润滑涂层的开发及应
用”四个项目授予“中国科
学院科技成果转化示范项

目”荣誉称号。
希望受表彰的项目承担

企业珍惜荣誉、再接再厉，
继续深化与中科院相关院所
合作，不断开拓创新，力争
为河南经济社会作出更大贡
献。同时希望其他在豫企
业，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积
极引进中科院相关科技成
果，不断提升企业技术水平
和协同创新能力，实现高质
量发展。

河南省中国科学院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中心

中国科学院河南产业技
术创新与育成中心

2020年10月12日

关于授予“冬凌草的深度开发研究”
等项目“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示范项目”

荣誉称号的决定

各相关单位：
在省院合作领导小组的

正确领导下，河南中心务实
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
作，成效显著。一大批同志
在推动中科院科技成果向河
南省转移，带动河南省科技
创新和产业发展，促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做出了
卓有成效的工作，涌现出一
批优秀个人。经中国科学院
河南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
心、河南省中国科学院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中心推荐，省
院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
决定对以下人员予以表彰:

2020年度省院合作科技
成果转化先进个人 （10 名，
排名不分先后）

张仕民、梁东杰、杜安
禄、李思华、彭增康、陈伟
宾、李张聪、李文清、殷国
华、王景敏

希望受表彰的人员，珍惜
荣誉，戒骄戒躁，在各自的工
作岗位上再接再厉，为河南省
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河南省人民政府中国科
学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
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9月18日

关于表彰省院合作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本报记者 朱晓琳

黄河之畔，科技创新风生水
起；怀川大地，科技创新气象万
千。

10 月 18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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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
开幕，主题是“聚高端创新资
源、助焦作更加出彩”。

聚，群贤毕至，高朋满座。与
会的不仅有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
导、省政府和省直单位的领导，也
有国内科技创新领域的佼佼者和
主力军，近 800 名国内知名专家、
教授、科技工作者、科技企业代
表及客商从五湖四海汇聚焦作。

彩，浓墨重彩，异彩纷呈。

焦作市委、市政府支持创新、鼓
励创新、推动创新，强力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全力建设“创新
焦作”，邀请与会院士、专家把脉问
诊、牵线搭桥、搭建平台，助力焦作
打造更多的创新载体、集聚更多
的优秀人才、落地转化更多的科
技成果，进一步点燃焦作创新创
业的热情，把焦作建设成为全省
乃至全国科技创新的高地。

“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
样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前途命运，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
人民的福祉”。会场上的大字标
语，提醒人们2020年是不平凡的
一年，在国家“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下，每一个人都肩负责任、
充满力量。

焦作缘何要如此大手笔广发
科创“英雄帖”、会聚研发合伙

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既是
“保”和“稳”的丰厚土壤，也是
“进”和“蓄”的不竭动力。科学
家精神本质是创新，企业家精神
核心也是创新，两者不谋而合，
尽显锲而不舍的锐气。正如市委
书记王小平在致辞中说，焦作是
一座具有创新基因的城市，是一
座具有创新资本的城市，是一座
具有创新活力的城市，是一座具
有创新沃土的城市。随着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部
地区崛起等重大国家战略的深入
实施，焦作这片创新创业热土必
将更加肥沃。依托院 （校） 地科
技合作洽谈会暨招才引智大会这
一平台，更多的科创成果必将在
怀川大地开出绚丽的产业之花。

开犁耕种，春播秋收。今年
年初以来，市委、市政府倾心打

造院 （校） 地科技合作交流与开
放创新平台，我市科技主管部门
积极组织举办科研院 （所） 企、
校 （高等院校） 企科技对接与洽
谈合作活动。10月18日，在市委
副书记、市长徐衣显的主持下，
16项合作项目签约。

与会院士、专家在参观科技
创新成果展览时，更是赞叹焦作
科技创新成果丰硕。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
年，焦作市委、市政府积极贯彻
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
标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需要，通过开展院 （校） 地
科技合作，为城市发展注入了强
大的创新活力。”中国科学院合肥
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建国，对
焦作市委、市政府结合科技创新
工作实际作出的战略部署给予了

高度评价。
“焦作大力构建现代创新体

系，着力发挥技术创新引领作
用，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科技
创新等方面发展势头良好。作为
科技工作者，应该全力推动产学
研深度融合，服务地方经济发
展。很感谢焦作提供这么好的机
会，让科技工作者更好地了解市
场需求、生产需求，进一步明确
科研方向，为我们转化科技成果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中国工
程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朵
英贤说。

通过焦作市首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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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感受到
焦作经济发展的强劲脉搏，科技创
新正激活焦作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科创资源聚焦 激活创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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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记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 10
月 17 日，是第七个国家扶贫
日。记者从市扶贫办了解到，
10 月 16 日，我省召开了 2020
年度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暨先
进事迹报告会，60名脱贫攻坚
战线上的先进个人获河南省脱
贫攻坚奖，我市杨寿金、马应
福、张永生3人获奖。

今年67岁的杨寿金，是沁
阳市柏香镇南西村党支部书
记，他获得的是河南省脱贫攻
坚奖奋进奖。杨寿金带领村党
支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先锋
模范作用，协调建设 7 条街道
3000余米排水沟。今年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他积极联系
销售蘑菇 8 万公斤、草莓 3000
余公斤，帮助贫困户增收20万
元。他为全村争取扶持资金
270 万元，建设扶贫基地 1 个，
引导全村 102 户贫困户种植食
用菌、草莓，成功带领乡亲走
上了脱贫致富路。

马应福是省社科联主办的
《人生与伴侣》 杂志总编辑、

驻武陟县嘉应观乡中水寨村
第一书记，他获得的是河南
省脱贫攻坚奖贡献奖。马应
福大力实施“志智双扶振兴乡
村”工程，通过开展“立家训树
家风”、技能培训等活动，增强
村民致富能力；引进天然气户
户通项目，推动村集体产业发
展，辐射带动全村 300 余户 700
余人就业，使村民人均年收入
由原来的 6800 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16100 元，村集体经济年
收入突破30万元。

张永生是河南鑫河阳酒精
有限公司总经理，他获得的是
河南省脱贫攻坚奖奉献奖。张
永生先后出资修建道路4000余
米、打饮水灌溉井 19 眼、改
造电网近 2 万米，解决百姓出
行难、饮水难、用电难问题。
他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帮
扶贫困家庭，与贫困学生“结
对 认 亲 ”， 帮 助 他 们 摆 脱 贫
困、完成学业。近年来，他热
衷慈善事业，累计捐资 900 余
万元。

我市三人获
2020年度河南省脱贫攻坚奖

本报讯（记者徐金华）盛会
聚英才，创新耀怀川。昨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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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对接会开幕式后，大会推出

“科技盛宴”，相关科研院所和高
校的 360 余项科技成果在市会议
中心集中亮相，助力科研成果与
产业发展“无缝对接”。

此次大会是科技理念的一次
大宣传、科技实力的一次大增
强、科技机制的一次大转换、科
技形象的一次大展示。活动现场
设立了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
（5G产业）、现代高效农业、新材
料、现代生物及生命健康、绿色
食品、新能源汽车、现代物流、
文化旅游、康养综合专场，设置
科技成果展板 150 余块，吸引了

我市参会企业家的关注。
场上，部分科研院所和高校

专家集中展示了最新科研成果，
并用尖锐的话题、巧妙的回答，
回应企业关切，为企业解决创新
难题，助力企业发展。场下，我
市企业家认真聆听，从更深层次
了解最新科技成果，对各领域最
新创新成果赞叹不已。

本次大会的嘉宾层次高、活

动谋划实、科技“成色”足，是
参会企业家最深的感受。大会围
绕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激活企业
科创主体、科技人才招引、科技
平台打造等方面，策划了10场科
技专场活动，释放了强大活力和
动能。此外，在举行现场集中技
术对接洽谈的同时，我市还探索
使用形式多样的科技交互手段，
通过充实重大技术需求项目库、

高层次人才专家库和高水平技术
成果库三个核心数据库，搭建院
（校） 地科技合作综合服务平台，
充分实现线上线下交流对接。

除了展示交流最新科技成果
外，与会专家学者还与企业负责
人开展项目洽谈，促成院 （校）
地双方达成合作意向，推动转化
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签约一批科
技合作项目。

此次科技成果发布暨项目对
接会集中亮相最新科技成果 360
余项，现场发布科技成果 200 余
项。来自 119 家科研单位和高校
的 500 余名专家参会，总参会人
员800余人。

大会开启“科技盛宴”

现场发布200余项科技成果

（上接第一版） 建设特色博物
馆、艺术馆，彰显地方文化特
色，优化人文资源。“第一次来
到焦作参加这次盛会，领略了
焦作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生态
资源魅力，希望大力推广和弘
扬当地历史文化，把焦作建设
得更美好。”作为海外华人建筑
师，以此次活动为媒介，柳翔
与焦作市古游今用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签约，努力通过科技合
作实现线上旅游与特色小镇完
美结合。

在创新项目路演环节，我
市企事业单位代表聆听了专
家路演的项目内容，就项目合
作相关问题进行了沟通和洽
谈。带着“复杂曲面的高效高
质磨粒流超精密加工技术与

装备”项目来到焦作的辽宁省
百千万帮扶行动专家、大连海
洋大学副教授吴鸣宇，与焦作
市鸿曼滤清器有限公司签约；
带着“塑料垃圾颗粒制备绿色
建筑材料（资源化利用）”项目
来到焦作的澳大利亚墨尔本
大学博士、深圳大学副研究员
任杰，与河南强耐新材股份有
限公司签约。“十分感谢焦作
搭建这个平台，让我有机会和
广 大 企 业 家 充 分 沟 通 对 接 。
今 后 ，我 会 持 续 关 注 焦 作 发
展，多来焦作考察学习，加强
与本地企业合作沟通，努力使
自己的创新项目实现产业化，
为提高国家固废资源利用率
和环保事业发展作贡献。”任
杰说。

现代农业专场科技成果对接会现场。
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新能源汽车、文化旅游专场对接会现场。
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专家与企业代表在洽谈区交流。
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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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开幕式现场。

本报记者 翟鹏
程 刘 璐 摄

⬅我市企业代表参
加科研院校项目发布
会。

本 报 记 者 翟鹏
程 摄

（上接第一版）软通动力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副总裁牛超等业界“大
咖”参观后纷纷表示，深刻感受
到了我市经济“硬实力”、文化

“软实力”、城市“竞争力”和品
牌的“影响力”。

“为贯彻落实市委常委 （扩
大） 会议精神，切实将焦作市首
届院 （校） 地科技合作洽谈会暨
招才引智大会招商引资活动办出
实效、办出实绩，市商务局围绕‘双
招双引’认真研究如何将招才引智
与招商引资有机结合，积极谋划
筹备焦作市‘才聚怀川、商惠八

方’招商推介等系列活动。”市商
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坤承说。

16 时 30 分许，仪式正式开
始。市发改委主任唐毅重点推介
18个重大项目，其中涵盖转型发
展的“中原钛谷”等先进制造业
项目，创新驱动的生物医药产业
园等科技创新项目，绿色发展的
绿色建材产业园等环保项目，枢
纽经济的焦西高铁新城等新基建
项目，黄河生态保护的百里黄河
生态文化廊道等文旅康养项目，
这些项目质量效益高、发展前景
好，具有较高投资回报率。

“作为中原城市群和豫晋交界
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焦作目
前正在构建‘4+3+6+N×3’开
放型现代产业体系，着力打造郑
洛‘双核’辐射优先发展区和黄
河流域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
范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师
少辉介绍了焦作产业发展方向。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
记米纪文推介全市文旅产业发展
情况及招商重点项目。

“选择焦作就是选择机遇，投
资焦作就是投资未来，拥抱焦作就
是拥抱成功。欢迎您到焦作来！”

李坤承详细介绍《焦作市招商引资
优惠支持办法》《焦作市招商引资
项目引荐人奖励办法》《焦作市引
进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绿色通
道”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招商引资
优惠政策，真诚欢迎各位来宾感受
焦作、投资焦作、兴业焦作。

通过 4 个市直单位的推介，
与会嘉宾和客商对焦作及重要招
商项目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合作是成功的基石，双赢是
共同的愿望。签约仪式上，市商
务局与河南厚疆实业有限公司的
代表上台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荣盛·一品原乡、白鹿仓黄
河文化国际旅游度假区、怀商总
部产业园、郑州大学工业催化产
业园项目、焦作5G智能创新服务
中心、健康元医药研究院、孟州
市明德学校等项目也先后签约。

一次次握手，一次次交流，
34个投资合作项目在手起笔落间
敲定，投资总额达 659.9 亿元。这
些项目中包括10亿元以上项目15
个、30 亿元以上项目 7 个，涵盖先
进制造、现代服务、基础设施等领
域，这些项目落地必将为我市经济
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海创会”上传佳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