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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迈进国家创新型城市第一方阵

2014 年 5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考察时提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
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三个转变”重要论述。

5 年来，郑州市始终坚持把质量工作作为重要战略来抓，将质量工作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紧紧围绕“三区一
群”战略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深入推进质量强市战略，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从自主创
新、质量提升、品牌培育入手，积极践行“三个转变”，交出一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成绩单。

值此郑州市质量大会召开之际，本报特推出“落实‘三个转变’———推进质量强市战略 我们在行动”系列报道，今日推
出“质量大会科技篇”，敬请关注。（质量大会科技篇）

落实“三个转变”
推进质量强市战略

我们在行动

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建设郑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引领，不断壮大创新主体，加快汇聚创新资源，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大幅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有力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三年郑州累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 27 项，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3%，成功创建知识产权服务业聚集示范城市，获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创建市、国家知识产权运营试点市，
创新型城市顺利通过国家验收，进入国家创新型城市第一方阵。

自创区引领全市创新发展
2016年， 我市成功获批郑洛新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2017年编制完成《郑州
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
(2016-�2025)》，明确了战略定位、空间
布局、发展路径。

三年多来， 郑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建设稳步推进，科技创新资源不断积聚，创

新创业环境持续优化， 科技创新综合实力
显著增强，汇集了全市 76.5%的高新技术
企业、69%的创新研发平台，在全省发挥了
引领和示范作用。

其中高新区成功创建中西部首个国家
级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示范区，出台《郑
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暂行规定》， 实施

管理体制与人事薪酬制度改革， 职能部门
由 36 个合并压减到 10 个， 实现全员聘
任。

联通中原数据基地、 大数据产业园等
重大项目入驻中原科创谷， 全省首个新型
产业用地试点也成功落地高新区。

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加快建设，龙

子湖智慧岛已累计引进大数据及相关企业
200余家， 带动集聚相关科技企业 2893
家，产业规模突破 200亿元。

航空港实验区被认定为国家“双创”
示范基地，正以建设智能终端为代表的世
界级电子信息先进制造业集群逐步向高
端拓展。

创新型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截至 2018年底，郑州市高新技术企

业和科技型企业分别达到 1329 家、
4283家，增长 55%、32.7%。万人发明专
利拥有量 13 件， 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3%。

近三年来， 全市新认定科技型企业
2391家， 新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1224家，
培育创新型龙头企业 24家。 宇通客车、中
铁工程装备集团、安图生物等重大产品和创
新成果不断涌现，重大关键技术领跑全国。

截至 2018 年底，全市共有国家技术

创新示范企业 5 家、省级技术创新示范企
业 38家。 同时还有 4家国家级制造业单
项冠军示范企业，分别为宇通客车、中铁装
备、郑州钻石精密和恒星金属制品。

2017年以来，我市已确定了 13家市
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培育单位， 其中工业新
型成像技术创新中心等 6 家单位同时被
确定为河南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培育单位，
功能金刚石材料创新中心、 高效能铝基新
材料创新中心、 工业新型成像技术创新中
心 3 家单位被认定为郑州市制造业创新

中心。
我市还积极推动协作创新， 实施通信

技术、超级电容等十大科技专项，8 项成果
获 2018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创历史新高。

此外， 我市还建成市级以上科技企业
孵化器、众创空间 211 家，各类创新创业
载体总面积达到 850万平方米，在孵企业
（团队）接近 1 万家，其中，政府主导的
20 个创新创业综合体基本建成， 总面积
585 万平方米，入驻企业 3737 家，引进
高层次领军人才 565 名、 人才团队 813

个，培育新三板上市企业 28 家，拟上市企
业 32家。

全市形成了以创新创业综合体为带
动，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为支撑的三
级孵化体系。组建了产业技术联盟，组织实
施 42个重大科技专项。 河南省大学科技
园在美国硅谷成立办事处。 中美国际创业
港科技企业孵化器在硅谷建立异地孵化
器，实现双边同步孵化。 2018年首都科技
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城市创孵指数排名，
郑州位列第 13位。

我市以 “智汇郑州” 人才工程为抓
手，通过出政策、搭平台、建机制、优服务
“四步联动”， 构建形成了开放高效的引
才聚才育才用才新格局，实现了人才集聚
与创新发展的同频共振、有机融合。

围绕优势产业发展加强研发平台建
设。三年来全市累计新建市级以上研发平
台 783 家， 全市累计建设市级以上研发
平台 2795 家。 已实施三批“智汇郑州·
1125 聚才计划”， 入选项目 323 个，支
持额度 7.55 亿元；引进海内外高层次创
新创业人才 771 人， 其中两院院士 23

人，高层次专家 74 人，长江学者 7 人；引
进设立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郑州工作
站，郑州市在引进高端人才数量、质量和
结构上，都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建立重点实验室 191 个， 其中国家
级重点实验室 5 个，院士工作站 108 个，
建立 3�家技术创新联盟，4�家产业技术
创新研究院， 中科院过程研究所郑州分
所，国家专利审协河南中心、国家知识产
权创意(试点)园区及国家专利导航产业
发展实验区建设进展顺利。

创新引领型机构活力有效激发。 我

市积极与国内知名院所和高校对接，先
后引进郑州信大先进技术研究院、 郑州
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 中科院过程所郑
州分所、 大连理工大学重大装备制造郑
州研究院、新华三郑州大数据研究院、郑
州轨道交通信息技术研究院、 浪潮集团
高效能服务器国家重点实验室郑州中
心、中科院计算所郑州分所、郑州计量先
进技术研究院、 浙江大学中原研究院等
新型研发机构。

郑州市政府出资 3 亿元与省科技
厅共同推进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建

设， 同时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开展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时间和空间
上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监测》 项目合作，
郑州计量先进技术研究院（中国计量科
学研究院郑州中心）挂牌成立。 我市还
面向驻郑各高校和科研院所征集高新
技术、先进实用技术成果，召开新型研
发机构座谈会，帮助我市工业企业与高
等院校、 科研院所之间开展精准对接，
破解企业技术难题，提升我市工业企业
创新能力，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产
业转型升级。

人才汇聚效应逐步显现

2016 年郑州获批国家促进科技和
金融结合试点城市， 此后科技和金融结合
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设立了总规模 3 亿元的郑州市科技
发展投资基金、参股 1 亿元设立郑洛新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
金、 设立 5000万元的科技贷款风险补偿

准备金、 出资 5000万元参股郑州市中小
企业担保有限公司， 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
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

设立河南首家知识产权巡回法庭， 获批
成立中国郑州（创意产业）快速维权中心并
投入运行。各类创新服务平台作用发挥明显，
目前，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

学等在我市建立技术转移中心； 国家专利审
协河南中心广泛开展社会服务项目， 培训知
识产权人才 3000余人次；国家技术转移中
心项目累计完成投资额3.59亿元； 大型科
研仪器共享使用数量达到5536台（套）。

郑州还举办或承办了“郑创汇”国际
创新创业大赛、中国（郑州）第二届国际创

新创业大会暨跨国技术转移大会、 第七届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赛区比赛、 双 12
双创日暨第四届中国创客领袖大会等大赛
活动，其中“郑创汇”国际创新创业大赛品
牌效应显现，大赛中脱颖而出的“一步用
车”、“UU跑腿”等项目，业务已拓展到全
国近百个城市。

创新创业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全市专利申 请量 由 2015 年的
26046 件提升至 2018 年的 70110 件，
增长 169%； 专利授权量由 2015 年的
16125 件提升至 2018 年的 31585 件，
增长 95.88%；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由
2015年的 6.87件提升至 2018年的 13
件，增长 89.23%；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由
2015年的 21.15亿元提升至 2018年的
82.35亿元，增长 289%；有效高新技术企
业由 2015 年的 465 家提升至 2018 年
的 1329家， 增长 186%； 科技型企业由

2015 年的 1892 家提升至 2018 年的
4283家，增长 126%。

我市还持续加大科技政策宣传力度，
编印科技创新政策汇编， 深入开展科技型
中小企业“双提升”暨高新技术企业“中
原行”、研发投入、科技金融、技术合同登
记等科技政策宣讲及业务培训活动。 郑州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顺利通过国家验收；深
入推进科技扶贫工作， 围绕脱贫攻坚重点
地区产业发展科技需求， 组建了产业科技
特派员服务团和服务队， 选派科技特派员

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成果； 坚持每年举办郑
州市科技活动周、科技下乡等活动。

当前我市正在加快关键领域自主创
新， 谋划提出“三提升六倍增” 目标：到
2021年，全社会 R&D(研究与开发)经费
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 (GDP) 比重达到
2.3%左右，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比重高于 56%，科技进步贡献
率达到 65%，科技创新对现代经济体系的
战略支撑能力大幅提升； 高新技术企业达
到 2500家、 技术交易额达到 300亿元、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25 件， 省级及
以上创新平台达到 1500家、 能够支撑引
领产业转型升级的顶尖创新创业人才达到
150 名、 新型研发机构达到 40 家，比
2018年翻一番。 科技创新成为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新经济成为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主引擎， 创新强市建设进入全国
第一方阵。

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本报记者 聂春洁 汪辉
通讯员 杨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