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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詹长松

“这次来到焦作，主要是抱着学习的态
度来的。”昨日上午，出席焦作市首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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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暨项目对接大会的赵振东接受记者采访时
谦虚地说。

赵振东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农
业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一级研究员、首席专
家。他几十年如一日潜心小麦遗传育种研
究，带领团队培育出10多个优质高产小麦
品种，先后四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为
中国的粮食安全和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重大贡献。

“我和焦作渊源颇深，多次来到焦作，
还在河南怀川种业有限公司设有院士工作
站，见证了焦作粮食高质量高速度发展。”

赵振东说，河南是粮食大省，尤其焦作更
是闻名全国的粮食高产区，从1998年成为
我国黄河以北第一个吨粮市，到1999年成
为全国第一个小麦千斤市，再到目前小麦
单产多年来在河南省一直保持最高水平，
有赖于政策的引领作用、科技的支撑作
用。

赵振东说，通过今天这个大会，他深
刻感受到焦作市委、市政府对科技创新、
招才引智工作的高度重视，有了科技加
持，必将对焦作的粮食生产产生巨大的推
动作用。

在访谈时，赵振东特意谈到了粮食
安全问题。他建议，要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指导思想，把中国人的饭碗牢
牢端在自己的手中。同时，还要大力提倡
节约粮食，广泛开展“光盘行动”，营造节
俭好风气。

用科技创新赋能粮食生产

本报记者 徐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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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座城市发展注入
了强大的创新活力。”昨日，中国科学院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建国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对市委、市政府结合我市
科技创新工作实际作出的战略部署给予
高度评价。

“现场签约的一批合作项目，各方前期
作了充分的沟通，说明焦作企业创新创业
的良好生态正在形成。”刘建国对我市加快
科技创新发展的步伐充满信心。

刘建国希望，企业要解放思想、勇于
创新，根据市场需求确定项目建设，创新
与大院大所和高校的合作对接模式，加强
与科学家的交流互动，把实验室一个个看
似不起眼的小技术，应用到各自行业的大
产业发展上来，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经
济高质量发展。

此次大会正式开启中科院合肥研究院
与焦作市院地合作的新征程。刘建国表
示，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将充分发挥研发优
势、人才优势、技术成果优势和焦作的区
位优势、资源优势、市场优势，积极组织
专家队伍开展多层次的对接活动，引导和
服务中科院科研院所优质资源向焦作聚
集，大力转移转化科技成果，为焦作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桥梁纽带和技术源头
作用，打造院地合作新典范。

倾力打造院地合作新典范

本报记者 孙 军

“这些年，每次回到家乡焦作，我都觉
得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大、越来越好。今
后，大连理工大学将全面加强与焦作的合
作，积极融入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为焦作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大工’力量。”昨日
上午，在我市首届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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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国
工程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校长郭东明说。

郭东明说，大连理工大学与焦作的合
作由来已久，交流活动频繁。今年 7 月，
大连理工与焦作市政府和河南理工大学签
订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三方按照新发
展理念开展新一轮、全方位的战略合作。
这次举行的焦作市首届院 （校） 地科技合
作洽谈会暨招才引智大会，又为大连理工
与焦作的深度合作、精准合作提供重要平
台。

“作为焦作人，这些年虽然身在外地，
但始终关注家乡的变化。”郭东明说，焦作
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是一座物
华天宝、人杰地灵、山清水秀、宜业宜居
的魅力城市。近年来，焦作的各项事业发
展迅速，城乡面貌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
科技创新和产业布局不断优化，转型发
展、高质量发展态势明显，焦作正在成为
蓄势崛起的发展高地和民生福地、商机涌
动的开放高地和投资宝地、成就梦想的创
业福地和圆梦高地。

郭东明表示，大连理工将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一如既往地加强与焦作市政府和河南
理工大学的合作，积极融入中部地区崛
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
家战略，在科研合作、成果转化、协同创
新、人才培养、智库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度
合作，共同发力，不断创新和完善校地产
学研合作机制，发挥大连理工产学研资源
优势，常态化对接焦作实际需求，为焦作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大连理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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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科技加持，必将对焦作的粮食生产产生
巨大的推动作用

让更多科研成果来焦落地转化，实现院地互
惠共赢

推动产学研相结合，让外地高新产业在焦作
落地生根

推进相关领域产学研对接和合作，提升焦作
市的中医药事业和产业发展水平

积极组织专家队伍开展多层次的对接活动，引
导和服务中科院科研院所优质资源向焦作聚集

本报记者 赵改玲

10 月 18 日，出席完大会开幕式后，
陈红专就马不停蹄奔赴温县。

陈红专是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该
校在温县落地WHO（世界卫生组织）太
极健康中心及教育部中药标准化中心合作
项目，能让太极拳及怀药更好地走向国
际，使中医药在人类健康方面发挥不可替
代的作用。

陈红专介绍，中药材质量的优劣直接
影响临床疗效，在中医药的长期发展过程
中，道地药材逐渐成为优质药材的代名
词，成为评价中药品质的独特综合性指
标。

近年来，道地药材的研究受到广泛关
注。实现中医药现代化，必须以质优效佳
的道地药材为保障和依托。因此，加强药
材道地性的研究是一项十分重要和迫切的

任务。
针对温县怀药办的需求，该校的中药

研究所采用分析化学、中药化学、分子生
物学、药理学等方法，对怀药开展系统研
究，目的是阐明怀药道地性的物质基础，
建立怀药道地性评价指标和评价系统。

陈红专说，科技创新和人才引领是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因。焦作市面
对机遇和挑战，积极有效调动各方资源和
力量，搭建政产学研用的创新平台，富有
远见，非常务实。上海中医药大学作为

“双一流”高校，拥有中药标准化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中药新资源与品质评价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上海市复方中
药重点实验室、上海中药标准化研究中心
等研发平台，可以利用在中医中药方面的
医教研特色和优势，在焦作市推进相关领
域产学研对接和合作，以提升焦作市的中
医药事业和产业发展水平。

建立怀药道地性科学评价体系

本报记者 刘 旭

“焦作是华夏民族早期活动的中心区
域之一，历史厚重、人文荟萃，自然条件
优越。这是我第三次来焦作，变化很大
呀!”10月18日，刚刚参加完焦作市首届
院（校）地科技合作洽谈会暨招才引智大
会——中国科学院（河南）成果发布暨项
目对接会开幕式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
理工大学原教授朵英贤笑着对记者说。

朵英贤已 88 岁高龄，依然精神矍
铄，他对焦作印象很深，对焦作举办的此
次活动给与充分肯定。“创新是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也是一个城市转型发展的关
键所在。这次大会是焦作精心打造的科技
交流合作平台，科技洽谈面宽，合作领域
广，充分体现了焦作市委、市政府对科技
创新的重视。”朵英贤说。

当前，我市正处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战略、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
要想跟上时代发展步伐、抢占科技竞争和
未来发展制高点，就必须在开放创新上谋
发展、在招才引智上求突破。此次院
（校） 地科技合作洽谈会暨招才引智大
会，为深化院（校）地科技合作、推进产
学研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在焦作转化
搭建了良好的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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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学问做在希
望的田野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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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化科技成果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相信
通过这次大会的召开，会让更多科研成果
来焦落地转化，实现院地互惠共赢。”朵
英贤说。

把学问做在希望的田野上

本报记者 赵改玲 郭嘉莉

谈到这次大会举办的意义，今年 79
岁的俄罗斯自然科学院中国籍院士、“焦
作人才大使”牛济泰表示，这次大会举办
得非常及时。

牛济泰是焦作一中的毕业生，现在还
是河南理工大学的特聘教授，他对焦作很
有感情，对焦作的“四城联创”、经济发
展非常关注，并常来焦作生活、学习。

谈到焦作的高质量发展，牛济泰举了
深圳的例子。他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刚刚召开，深圳的成功
和奇迹，给他的感受有 8 个字：敢于创
新，埋头实干。焦作历史文化悠久，在国
内有一定名气，虽然地理位置有点偏，对
于吸引人才不利，但只要敢闯敢试，照样
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

牛济泰认为，要想真正把焦作的经济
搞上去，就要推动产学研相结合，让外地

高新产业在焦作落地生根。
科技创新驱动是推动转型升级、促进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牛济泰表示，焦作市
委、市政府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花了很大
力气，这几年，连续到许昌、扬州、深
圳、杭州、成都、佛山、徐州、湖州、晋
江等地学习，决心非常大。建议在认真把
外地经验学到手的同时，把落实工作抓
好，把外地好的经验落实到焦作实际工作
中。

在谈到焦作近些年的变化时，牛济
泰说变化很大，南水北调焦作城区段绿
化带、大沙河给他的印象很深，云台山
景区也非常美丽。他经常在哈工大“80
岁同学群”里，介绍家乡美景，并邀请
同学们来焦作参观，看一看美丽的焦
作。

牛济泰最后还希望故乡能发展得越来
越好，在“四城联创”、民生事业、社会
安定、企业发展等方面做出优异的成绩，
城市更有活力、更加美丽。

学习成果落实是关键

（本版照片由本报记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