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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晓琳

10 月 18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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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焦作市明仁天然药物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梅拥军十分激动。
在签约环节，他代表明仁公司与
天津科技大学就功能食品营养与
安全评价联合实验室建设项目签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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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
程学院在同领域处于全国领先地
位，拥有食品营养与安全国家重
点实验室、一批先进科技成果和

众多高端科技人才。
梅拥军说：“功能食品营养

与安全评价联合实验室建设项目
的核心是建设一个食品研发中
心，面积有 4000 多平方米，主
要从事苏打水研发、‘四大怀
药’深加工等，预计建成后每年
可实现销售收入5亿元。该项目
对焦作食品工业、绿色食品的发
展将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天津
科技大学的专家团队已经来明仁
公司参观调研，我们也到天津科
技大学去对接过。我们对企业新
产品开发前景非常有信心！”

梅拥军希望通过与国家重点
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开展技术研
发合作，实现企业转型发展，补
齐焦作人才、平台、研发等科技
短板，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为
企业插上科技翅膀，助推焦作经
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签约项目为企业发展聚势赋能
——访焦作市明仁天然药物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梅拥军

本报记者 徐金华

昨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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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焦
作市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李思华
获得了中科院河南省院合作科技
成果转化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李思华说，近年来，在市科
技局、河南省中科院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中心的大力支持下，焦作
市生产力促进中心围绕我市十大
产业龙头企业，坚持“线上与线
下、走出去与请进来”科技创新
合作模式，常态化开展“入门入
心”（入企业门、入中科院科研
院所门，入企业家的心、入科研
院所专家的心）活动，把中科院
科研院所高端人才请进来，把中
科院科研院所先进技术引进来，
积极推动中科院科研院所科技成
果在焦作落地转化，助推我市经

济高质量发展。
“我们开展中科院携手焦作

100家骨干企业打造转型先锋行
动和规上工业企业‘三个一’行
动（每家企业对接一个高校或科
研院所，组建一支由博士以上高
层次专业人才领衔的研发团队，
建设一个研发平台），优选50家
中科院科研院所与十大产业龙头
企业匹配，引进中科院科研院所
研发团队，以企业研发平台为依
托，联合开展高层次科技创新，
共建焦作十大产业院士专家创新
中心，加速推进中科院有关院所
高 端 科 技 成 果 在 焦 落 地 、 转
化。”李思华说。

“下一步，焦作市生产力促
进中心将继续完善中科院科技人
才（专家）库、科技成果信息库
和企业技术需求库，向企业精准
推送，引导企业与中科院科研院
所开展技术交流与合作。”李思
华表示。

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牵线搭桥助推成果落地
——访焦作市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李思华

本报记者 贾定兴

“对于中小型民营企业来
讲，人才和科技创新是短板。此
次洽谈会组织得很好，让企业人
士与专家面对面，寻找合作契合
点，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有非常好
的助推作用。”10月18日，在中
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

“2020招才引智专项行动”焦作
专场第九届海外英才创新创业洽
谈会上，河南强耐新材股份有限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潘启东说。当
天，该公司与浙江大学能源工程
学院就深度矿化养护制建材关键
技术与万吨级工业试验项目签
约。

该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工业
和建筑固废综合利用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年综合处理工业和建
筑固废200余万吨。该公司连续
参加国家“十二五”“十三五”
重大科技公关项目，是国内首家

工业副产石膏综合利用的“国家
级绿色工厂”和国内最大的石膏
基自流平产品供应商和专业施工
方，2017 年、2019 年两度荣获
资源综合利用行业河南省“专精
特新”领军企业及焦作市市长质
量奖、焦作市改革创新奖等。

“这几年，我公司紧抓历史
发展机遇，坚持‘走出去、引进
来’的发展理念，与中国科学
院、中国建筑科学研究总院、清
华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河南理
工大学等大学、科研院所建立了
紧密合作关系，通过外聘内联科
研合作模式，聘请一批知名教
授、科学家成为公司首席科学家
或高级顾问，在公司人才培养、
新产品开发、发展战略实施等诸
多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潘启
东表示，“我公司将以此次洽谈
会为契机，深化与高校和科研院
所的合作，助推‘无废城市’建
设。”

本报记者 贾定兴 摄

做国内固废综合利用的领军企业
——访河南强耐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潘启东

本报记者 朱晓琳

10 月 18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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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河南泓宇环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陈志强与中科院过程
所成功签约离子液工业尾气净化
处理成套技术装备研发项目。

河南泓宇环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是一个节能环保型企业，从
事变压吸附分离技术中核心设备
吸附塔的制作及工程安装。陈志
强对大会点赞道：“焦作市政府作
为桥梁和纽带，搭建平台，整合双
方优势资源，加强交流与合作，让
企业与高校科研团队实现人员对
接、技术嫁接，有利于科技创新和
高质量发展，推动企业与科研市

场融合，推动产业融合，科研项目
更加接地气，有利于企业转型发
展，我们企业将收益颇丰。”

在项目对接上，中科院过程
所的院士带领团队到河南泓宇环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调研，
提升了企业技术嫁接、科技创新
能力，增强了企业技术力量，拓
宽了企业发展前景。“涉及我们
衣食住行的化工能源等生产过程
设备统称为过程研究，这个项目
将用于化工能源等领域，是净化
工业尾气和资源化利用的一项环
保前沿技术。我们将共同进行技
术研发和市场推广，将用于化
工、石油、能源等行业。该项目
将为我们企业带来显著的市场拓
展和经济效益，未来两三年，将
实现5亿元至10亿元的销售收入
和行业收入。”陈志强说。

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项目带动企业转型发展
——访河南泓宇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陈志强

本报讯（记者史文生）山阳区立足提升全区
科技开放创新整体水平，稳步推进院地合作。

山阳区高度重视院地合作工作，把院地合作
具体任务分解到每名班子成员，区委书记李建超
和区委副书记、区长郑小林带头，主动上门拜
访，持续加大重点嘉宾的对接邀请力度，并多次
召开会议，研究工作推进情况，协调解决存在的
问题，有力推动了各项工作任务落实。

围绕企业重大重点技术创新需求，山阳区
多次对辖区重点企业进行走访调研、沟通交
流，重点对国钛合金极薄宽幅铜箔、硅钢的冷
轧技术，东方锅炉炉排片支架智能化焊接、炉
排整体装配及运动调试技术，固德机械 CADI
斗齿项目等技术需求建立台账、及时跟进，多
次组织企业参与院地合作线上活动，并带领固
德机械参加赴京院 （校） 地科技成果及企业技
术需求发布座谈会，寻求合作方，帮助企业联
系对口国内院校，力争解决企业难题。山阳区
通过对辖区40余家重点规模以上企业和科技企
业开展了专题调研，建立了常态化推进措施，
目前已征集企业需求20余项。其中，研发投入
500 万元以上的 2 项，研发投入 200 万元至 500
万元的 6 项。在合作共建创新 （服务） 平台方

面 ， 该 区
合 作 共 建
省 级 创 新
（服务） 平
台 3 个、市
级 平 台 3
个 。 在 引
进 重 大 技

术成果数方面，该区引进总投资 5000 万元至 1
亿元重大技术成果 3 项，引进总投资 1000 万元
至5000万元重大技术成果3项。

山阳区还确定重大科技合作签约项目2项，
焦作国钛科技有限公司与河南理工大学合作的
0.05mm极薄宽幅钛箔材加工基地项目，焦作山
久管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泗阳敏于行精密机械有限
公司合作的总投资5亿元的年产300万件卡巴铝
合金轮毂智能制造基地项目；国际合作签约项目
1项，中国巴西足球文化中心·中原基地项目；
军民融合合作签约项目 1 项，焦作国钛科技有
限公司与某军工研究所总投资 5 亿元的年产
10000吨的钛金属及不锈钢带卷、箔系列产品项
目。此外，还有 2 个正在洽谈的项目，河南东
方锅炉城发环保装备公司与华中科技大学合作
研发的斯卡拉 （SCARA） 机器人项目 （应用于
装配作业的机器人手臂） 和河南理工大学与该
区的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共同建设的信息化成果
转换基地项目。

依托火马孵化器，山阳区先后孵化国家级科
技型中小企业 13 家、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10
家、新四板挂牌上市企业13家、高企2家。该区
充分发挥焦作市企巢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作为科
技赋能服务平台的作用，引入科技型企业和合作
类科技企业 236 家，深度服务科技企业 423 家，
代理专利3500余件、商标2400余件。近期，该
区正与广东博士科技集团公司深入合作，共同开
展技术转移成果转化平台的建设与运营。该项目
建成后，将在成果转化、技术专利转让、大数据
技术分析、项目招商引资等方面，为企业提供精
准定位与服务，助推创新驱动发展。

激活新动能 抢滩新经济

山阳区高质量发展蹚出新路子
本报讯（记者杨丽娜） 今年年初以来，

我市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郑州都市圈建设等战略机遇，坚持提升建设
品质与推动发展相统一，实施“两山两拳”

“沿黄沿山”和南北新城等重大战略，扎实
推进百城建设提质、老旧小区改造等重点项
目，全域一体、城乡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
设，城市功能布局、品质内涵、管理水平全
面提升，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以百城建设提质为抓手、十大基础设施
建设为龙头，不断提升城市品质。我市致力
打造“精致城市、品质焦作”，全面夯实

“支撑长远”能力，实施了一批打基础、利
长远的重大工程。谋划实施百城建设提质项
目645个，总投资1322亿元，目前竣工472
个，完成投资621亿元；十大基础设施项目
累计完成投资274亿元，18个子项目现已建
成投用 8 个，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
除，焦作火车站南站房、南广场启用，中原
路、G234 焦郑黄河大桥及连接线顺利通
车，中心城区“一环九纵十横”路网框架初
步形成，苏蔺水厂、府城水厂通水，中心城
区饮用水实现丹江水全覆盖，大沙河生态治
理、南水北调绿化带10个节点公园向市民
开放。

以老旧小区改造提质为引领，强力推动
老城旧貌换新颜。我市2019年、2020年老
旧小区改造项目共859个、9万余户，计划
总投资 17.13 亿元。截至目前，2019 年 340
个项目全部完工，完成投资额 6.3 亿元；
2020年519个项目，全部开工建设，完成投

资额1.47亿元。同时，以老旧小区改造为引
领，统筹推进了背街小巷整治、海绵城市建
设、城市双修等工作，老城区焕发出勃勃生
机。

以工程项目建设审批制度改革为突
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我市成为全省第
二家与省工改平台对接的市级单位，优化
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平台功能，实现审批
流程再造，全流程审批时间和审批环节得
到大幅压缩精简，以工程项目行政审批时
效全面带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目前，工
程项目建设审批事项压减到54项、位居全
省 第 四 ， 在 线 审 批 数 据 传 输 正 确 率 达
99%、位居全省第一，对老旧小区提升改
造和市政道路维修等项目全面实施豁免清
单，全流程审批时限从95个工作日压减到
最短21个工作日。

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重点，积极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按照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五
有”标准和“四个环节、一个目标”总体要
求，全力推进全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
目前六县（市）农村垃圾治理全部实现城乡
环卫一体化，建立起“扫干净、转运走、处理
好、保持住”的
农 村 生 活 垃 圾
治 理 收 运 处 置
体 系 ， 垃 圾 有
效 治 理 率 达
98.69%，被评为
全省农村垃圾治
理先进市。

颜值内涵双提升 城市乡村处处新

我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步入快车道

本报记者 姚广强

招商宣传册还能做成“圆柱魔方”？没
错，焦作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
高新区）就把这绝妙的想法变成了现实，吸引
了众多客商的眼球，很快就被收藏一空。

昨日，在焦作市“才聚怀川 商惠八方”
招商推介暨项目签约仪式举办地——市月季花
园酒店，一经高新区工作人员展示，“圆柱魔
方”宣传册瞬间成为全场焦点。

这个“圆柱魔方”宣传册打开包装薄膜后
是圆柱体，由八部分组成。在不同的组合方式
中，还可以成为双圆柱体、半圆柱体、双半圆
柱体等。

不论哪种组合形式，宣传册上都有印制精
美的宣传画，比如高新区空间发展方向图、功
能区布局图、蒙牛乳业、明仁药业、科技总部
新城、创新创业中心、创基智谷、智慧金融服
务中心、河南理工大学科技园、数字经济产业
园、厦工机械、寨卜昌村等。

“到过国内很多地方，还没见过这样有
趣、有创意的招商宣传册。太佩服了，高新区
真是用心了！”来自福建的一名林姓客商告诉
记者。

据介绍，这款“圆柱魔方”宣传册是受魔
方启发制作的，宣传效果杠杠的。自今年6月
推出后，它在外地举办的多个招商会上均受到
追捧。很多外地客商就是因为它才对高新区的
招商项目印象深刻，进而开展合作的。

“圆柱魔方”助招商

本报记者 姚广强

隆丰皮草的新款皮靴，福盛坊绞胎瓷、金
谷轩绞胎瓷的各类绞胎瓷产品，蒙牛乳业、伊
赛集团、怀山堂、博农集团、太极庄等企业的
乳品、牛肉制品、冰淇淋酸奶、冰菊、铁棍山
药粉、松花蛋等食品……昨日，焦作市“才聚
怀川 商惠八方”招商推介暨项目签约仪式开
始前，会场外展示的焦作名优特产让客商通过
另一种方式更好地认识了焦作。

据福盛坊绞胎瓷负责人司福源介绍，莅焦
参加盛会的省商务厅副厅长孙敬林在绞胎瓷展
台前停下脚步，仔细欣赏玉璧、茶壶、茶杯、
胸坠等绞胎瓷产品，惊叹其纹饰的丰富、精
美，并了解绞胎瓷的特点。司福源介绍了绞胎
瓷在陶瓷界的独特价值和地位，称这是唯一能
和官哥汝定钧等釉变瓷分庭抗礼的胎变瓷。一
旁的外地客商听后，纷纷为绞胎瓷竖起大拇
指。

参加盛会的外地客商走到展台前，多数都
会品尝焦作出产的名优食品，尤其对“四大怀
药”制品表现出浓厚兴趣。“没想到焦作有这
么多富有特色的食品，无论是包装还是口感，
都很棒。我一定要多买点给家人带回去，让他
们也尝尝焦作生产的食品到底有多好吃。”一
名外地客商表示。

隆丰皮草生产的靴子吸引了众多女士的关
注，她们惊叹于皮靴生产工艺的精湛和设计的
高端大气上档次，纷纷表示要通过网购给自己
和家人买上几双。

名优特产做“代言”

本报记者 赵改玲

10月18日上午，正当记者采访刘昌明院
士时，他的一名学生前来拜访，记者目睹了师
生焦作喜相逢的温暖一幕。

这名学生叫赵彦琦，今年43岁，现在河
南理工大学任教，2008年至2011年在中科院
读博士，导师正是刘昌明。

赵彦琦说恩师知识渊博、平易近人，对学
生非常负责。有一年下雪天，只有赵彦琦一人
在实验室工作，没想到恩师冒雪来到实验室，
对他进行博士论文辅导；还有一次，刘院士生
病住院，在病床上仍坚持指导学生写论文、做
实验。

和恩师交往的日子，如今都成了赵彦琦美
好的记忆。这次得知恩师来焦作，赵彦琦和妻
子一起，带着焦作特产铁棍山药、冰菊来看望
恩师，他说，礼轻情义重，老师是他一辈子的
恩人。

铁棍山药谢师恩

本报记者 赵改玲

冰雪赤子心，中华动力魂，这指的就是闻
雪友院士。10月17日晚，闻雪友院士热情招
待并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说：“没事，我是
夜猫子，越到晚上思路越清晰。”

今年70岁的闻雪友是我国著名船舰燃气
轮机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采访他时，他全
力配合，努力让自己表达更到位，采访结束
后，当他看到记者给其拍照，就笑着说：“把
我拍得漂亮一点。”一句话，把全场记者都逗
笑了。

没想到吧，院士也这么富有童心。

七旬院士有童心

梅拥军

陈志强

李思华

潘启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