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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工业设计城 2020 年以来受到
了省、市、区各级政府的支持和重视。
2020 年 7 月 1 日和 10 月 9 日，省委书记王
国生先后两次莅临设计城参观指导，并
强调“要推动工业设计与制造业深度融
合，提升设计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为中
原工业设计城指明了发展方向。
市委书记王小平，市委副书记、市长
徐衣显多次莅临设计城考察指导工作，
并对中原工业设计城取得的成果和发展
方向给予了认可和赞扬。2020 年焦作市
第三季度观摩中，示范区位列第一，作为
示范区重点引进项目，中原工业设计城
也再次担纲。

河南理工大学科技园 2020 年
以来克服疫情、环保、资金等带来
的 困 难 和 压 力 ，突 出 特 色 载 体 建
设、专业化招商服务、科技转化重
点，积极谋划、主动担当，各项工作
取得了明显进步。河南理工大科技
园特色载体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
走在全市前列；中原工业设计城促
进产业转型作用日益彰显，在全省
的影响力逐步提升；创新企业、创
新要素在园区加快集聚，
“ 竖起来
的科技综合体”初具规模。
创新专业招商模式，成功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教育装备产业。

河南理工大学科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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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转化加速度
校地合作高质量
2020 年是园区加快建设的破题起势之年。疫情防控
期间，河南理工大学科技园项目作为第一批省重点建设
项目首先复工，为完成年度目标抢得先机，赢得时间。特
别是 2020 年 3 月 17 日，市委书记王小平莅临园区调研科
技综合体建设时提出“要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领域先行
先试当先锋”后，更加坚定了快速建设科创载体的信心，
按下了项目建设的加速键。
2020 年以来，园区把载体建设作为工作的重中之
重，强化对建设项目的监督管理，结合 EPC 项目特点，在
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加快施工，倒排工
期，以周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同时，边施工边与财
政部门对接工程预算，引入第三方全过程造价咨询，对
施工造价、月工程量盘点、现场施工管理等全过程监管，
严格控制工程预算、过程结算。

河南理工大学科技园鸟瞰。
2020 年，河南理工大科技园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8
亿元，西侧 6 栋 4.8 万平方米（地下 1.5 万平方米、地上 3.3
万平方米）主体全部完工，二次结构全部完成，今年上半
年交付使用；东侧地下 3.5 万平方米地库桩基已完成，垫
层浇筑 10%。园区的 11 号楼也于去年 10 月份交付，总运
营面积增加至 3 万平方米，
今年将增加至 7.8 万平方米。

育新增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11 家。河南理工大学科技
园众创空间获批省级众创平台建设；河南理工大学科技
园与中原工业设计城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获得焦作市委
2020 年度改革创新一等奖。该园区获得了焦作市年度科
技产业综合体建设先进单位。

健全机制，推进建设再提质再提效
该园区今年将继续把科创载体建设作为重中之重，
强力推进落实部署。2021 年建设目标：河南理工大学科
技园交付使用 4.8 万平方米，主体封顶 12 万平方米，预计
完成产值 5 亿元。同时，与财政、发改等职能部门密切配
合，紧盯园区的政府专项债券申报发放、广发银行融资
贷款，
跟踪对接抓进度，
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
拓宽途径，强化招商引资和项目落地服务。充分抓
住中原工业设计城这一全省领先的发展载体与孵化器
国家级的创新载体，围绕产业定位，继续招大引强。利用
好同天在全国 17 家园区以及在工业设计、教育装备等行
业的资源优势，拓宽招商信息渠道，探索在广州、深圳两
个地区建立园区飞地招商阵地，力争落地一批高质量项
目和引进一批高素质人才。
对标对表，积极创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对标对表
省内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郑州河南省大学科技园等国
家级园区，找差距、补短板，按照《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
办法》中的 10 项认定条件，创建河南理工大学国家级大
学科技园，进一步提升在全省特色园区中的影响力，增
强发展新动能。
务求实效，围绕河南理工大学做足文章。今年，园区
将重点围绕与河南理工大学等高等院校产学研用合作
方面，挖掘资源、深度对接，以最优的服务、最全的配套、
最好的政策做好高校毕业生、科研人员创业项目、科技
成果转化项目在园区落地，当好科技成果转化的主阵
地，
当好先锋、作好示范。
深化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2021 年，将重点
提高园区综合管理水平，加快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
度，强化招商考核、提高服务标准、规范薪资待遇、突出
绩效激励，用制度管人、靠制度管事，做到人人有事干、
事事有人干，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招大引强，全力做好项目落地运营
该园区按照特色产业与功能定位，围绕科技创新、
总部经济、工业设计、教育装备等领域，开展精准招商、
产业链招商，突出园区专业化招商服务、锻炼干部队伍，
把高质量、高标准的要求体现在每一个项目上，贯穿到
园区发展的每一个环节。积极组织参与深圳、北京等地
专题招商活动，推介园区，项目招商取得显著成效。碧桂
园云蝶中原教育装备运营结算中心、中原教育装备产业
城等一批重大项目也正在加快落地。

该园区始终遵循“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宗
旨，强化科技企业培育、产学研用合作，注重科技成果转
化和产业化，
进一步配套完善园区生产生活各项设施，
实
现
“宜业宜居”
，
同时当好
“店小二”
服务企业发展全过程。
2020 年以来，该园区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 家；培

本报记者 郭树勋

2020 年，中原工业设计城共接待各地市党政考察团、
企业考察团 303 批次、4650 人。该设计城已先后荣获“河南
省双创基地”
“ 河南省省级众创空间”
“ 河南省级大学科技
园”
“ 第一批河南省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 河南省高端传感
器研究院”
“ 河南省工业设计协会副会长单位”
“ 焦作市科
技产业综合体先进单位”
“ 焦作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
工作实践创新基地”等 20 项荣誉和资质，同时河南理工大
学科技园与中原工业设计城融合发展新模式获焦作市
2019 年度改革创新一等奖。

聚焦设计

河南理工大学科技园二期效果图。

大力招商

该设计城全面聚焦工业设计、文化创意、教育装备、科
技研发等产业方向，创新性地开展各类招商活动。线上举
办“屏对屏”视频签约，线下开展“一城一主题”招商活动，
加强创新企业的引入，激发产业活力，凝聚平台创新力。
2020 年 3 月中旬，中原工业设计城参与了示范区线上签约
活动，线上签约了由深圳信息化产业促进会打造的教育产
业集群项目。2020 年 10 月中旬，由中原工业设计城对接的
粤港澳大湾区教育装备产业专题招商推介暨项目签约仪
式在深圳成功举行，设计城与 10 余家智能教育装备类企业
现场签约，达成战略合作关系，深圳教育信息化产业促进
会教育装备产业集群、广州云蝶科技有限公司投资的云蝶
科技智慧教育产业基地等项目将落户园区。目前，设计城
已实现入驻创新型企业 129 家的目标，其中有 3 家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13 家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搭建平台

集聚资源

中原工业设计城始终坚持产业资源对接平台的搭建，
利用同天平台汇聚的创新资源，赋能焦作本地企业，助力
企业转型升级。经该设计城平台对接，园区入驻企业鸿锦
天成设计公司为焦作本地企业设计了一款智能喷涂机，使
产品利润提高了 50%；广东顺德高瓴科技有限公司与焦
作奥特盛纸质容器厂达成了设计合作关系，助力该企业
在包装设计上再上新台阶；潜龙设计与焦作厦工形成设计
合作关系，并为厦工设计了一款大黄蜂叉车；园区入驻企
业——道方科技有限公司，经园区平台推介对接，独立研
发的产品车载走航监测系统也从实验室走向了市场，年产
值从 100 多万元达到了 3500 多万元。园区设计服务年收入
已达到 4000 万元，拉动内需 20 亿元，对焦作创新设计产业
的发展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

开放合作

加强培育，打造科创载体当好先锋

中原工业设计城

“设计+”赋新赋能
聚要素提质提效

本报记者 郭树勋

强化措施，强力推进科创载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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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共赢

中原工业设计城同河南省工业设计协会已达成深度
合作关系，2020 年 11 月初，中原工业设计城当选为河南省
工业设计协会副会长单位，设计城充分吸纳省工业设计协
会的创新资源，共同建立工业设计专家库，开展了工业设
计展会、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等活动。园区还同郑州轻工
业大学、河南理工大学等一批高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
同致力于人才培养和输送。同时，园区正积极同河南省工
信厅、焦作市工信局联系，筹办河南省工业设计大赛，汇聚
各方创新资源，壮大平台实力，以更好地推动焦作市、河南
省乃至整个中原地区工业设计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2020 年 12 月 下 旬 ，碧 桂 园 集 团 旗 下 的 教 育 装 备 企
业——碧桂园云蝶科技，已正式在中原工业设计城注册落
地，未来在焦作会先后投资近 10 亿元，用于建设中原地区
教育装备研发设计中心、体验展示中心、产品运营中心、应
用示范中心以及生产基地和仓储物流中心等。以教育装备
产业为例，中原工业设计城通过“设计+科技+产业”的方
式，积极推动工业设计企业与智慧型教育装备企业深度
融合，以工业设计的思维和技术引领教育装备产品和研
发，助推教育装备产业在焦作的落地与发展。目前，中原工
业设计城正积极与国内最权威的教育装备研发和管理机
构——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对接，积极筹备中
原教育装备产业城项目的建设。
（本版照片均由示范区工委宣传部提供）

中原工业设计城
产品展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