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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园区不仅是我们的
娘家人，还是我们的红娘。”郑州
中科宇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金玉对枫杨园区的企业沙龙活动
由衷感谢。5月 17日，高新区枫
杨园区第七期“链合绽放”企业沙
龙在中科宇图科技有限公司举
行，以“测绘遥感”为主题。

郑州大学、河南工业大学相
关院系教授，辖区中科宇图、寰宇
信息、云网图通、四维远见、数慧
信息 5家企业负责人，枫杨园区
企业服务部和科技服务部人员齐
聚一堂，共话“测绘遥感”的广阔
前景。本期沙龙活动由枫杨园区
主任肖惠中主持。

针对辖区企业人才需求，目
前枫杨园区已分别与郑州大学和
河南工业大学两所高校签订《高
校人才培育战略合作协议》，就建
立高校人才培育基地联盟合作关
系，打造高效的集聚海内外优质
人才的服务平台，促进双方优势、
资源共享和可持续发展等事宜进
行合作，促进校企双方优势、资源
共享和可持续发展。

云网图通总经理姚杰表示，
测绘遥感目前应用广泛，近几年
正处于加快发展的黄金机遇期，
目前企业仍存在技术难题，需要
更为专业的人士探讨研究。中科
宇图技术人员表示，企业近两年
在持续研究的“地物识别”遥感应
用项目处于卡脖子阶段。郑州大
学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齐林表
示，下一步，将对接企业发展急需

的应用技术，依托平台进行技术
攻关与创新实践，充分发挥学科
专业优势，将科学研究、技术创新
与企业实际需求对接，增强学校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主动
性和自觉性。

现场，郑州大学智慧城市研
究院副教授曹闻分别就无人机、
超算平台、人工智能等领域对遥
感测绘带来的冲击等论题发言。
河南工业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博士周颖对该院系已在油田行
业应用多年的 3D测量技术和设
备进行介绍。

据郑州大学科学与技术研究
院主任黄俊伟介绍，为加快推动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
设，郑州大学受郑州市人民政府
的委托，设立郑州市协同创新重
大专项，以郑州大学为主，协同
社会组织共同设立的科技专项，
旨在共同开展技术创新，解决企
业和产业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
开展前沿理论探索，共同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协同创新专项吸引
了在场企业的极大关注。
高新时报 方宝岭
通讯员 商豫琪 文/图

本报讯 5月 14日，记者从
省科技厅获悉，国家超级计算
郑州中心获得科技部批复筹
建，成为全国第七家批复建设
的国家超级计算中心，也是科
技部出台认定管理办法后批
复筹建的首家国家超级计算
中心。

超级计算能力是衡量一
个国家科技核心竞争力和综
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以超级
计算机为核心工具的国家超
级计算中心是国家战略性信
息基础设施和科技创新战略

平台，截至目前全国共建成
天津、济南、长沙、深圳、广
州、无锡等 6家国家超级计算
中心。

根据筹建方案，国家超级
计算郑州中心拟依托郑州大学
建设运营，计划于 2020年上半
年建设完成，配备技术先进、自
主可控新一代超级计算机系
统 ，峰 值 计 算 能 力 达 到
100Pflops，存储容量 100P，力争
计算能力排名进入国际同期前
10名。中心将围绕人工智能、
装备制造、精准医学、生物育种

等方面开展一批重点特色应
用，着力建设为全国具有重要
影响力的战略基础设施和重大
科研装置，打造高端信息人才
培养和溢出的策源地，为我省
产业转型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算
力支撑。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离不
开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特别
是“国字号”基础设施和战略
平台助力。国家超级计算郑
州中心的获批，给中原发展再
添强大引擎。
记者 孙庆辉

区领导主持召开
高新区近期重点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5 月 14 日，高新
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王宏伟主持召开了“近期重
点工作推进会”。管委会总审
计师薛合生、总统计师李素香
出席会议。

会议首先就《瞪羚企业认
定及培育办法》《独角兽企业梯
度培育政策》展开了讨论，并就
突出高新区特色，对初稿政策
做“减法”，理清房租补贴、人才
补贴、会展等现有政策重叠问
题达成一致意见。接着，创新发
展局牵头对“2019年河南省科
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第二届郑
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军民

融合成果推介会”做了人员分工
和具体任务分解。最后，会议就
高新区2019年首批科技创新专
业服务券服务机构入库名单、区
外机构入库资格问题展开了相
关讨论。

王宏伟要求各与会单位加
强沟通，通力配合，高标准严要
求推进高新区近期各项重点工
作，按照郑州高新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王新亭的指示，
精心做好“2019年河南省科技
活动周启动仪式暨第二届郑洛
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军民融
合成果推介会”参展参会工作，
抓紧抓实抓细“瞪羚、独角兽”

政策出台和申报认定工作，加快
推进专业服务券服务机构公示
和服务券网上登记发放工作，充
分展示高新区改革成效和科技
创新成果，进一步优化区域创新
创业环境，推动高新区的科技创
新工作再上新台阶。

区创新发展局、财政金融
局、党群工作部、郑报融媒、创
新协同中心、政策研究中心、投
资促进中心、石佛园区运营中
心、梧桐园区运营中心、枫杨园
区运营中心、双桥（沟赵）园区
运营中心、郑州高质量研究院
负责人和具体业务负责人参加
了会议。记者 孙庆辉

郑大第五届春华资本论坛落幕
本报讯 5月 19日，“郑州

大学第五届春华资本论坛暨
金融科技发展与新金融研讨
会”在郑大云创国际创新创业
促进中心“学缘堂”学术报告
厅举行。

据介绍，第五届春华资本
论坛由郑州大学、郑州高新区
管委会主办。本届春华资本
论坛以“金融科技发展与新
金融”为主题，旨在推动金融
科技多学科融合研究，汇聚
国内外金融科技技术力量，

发现和培养优秀金融科技人
才和创新创业团队，打造“金
融科技产业创新发展平台”，
为新金融产业发展助力。

九届河南省政协副主席
陈义初，中国社科院学部委
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
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金碚，
河南省政协经济委主任、河
南省金融办原主任孙新雷，
郑州大学副校长屈凌波，郑
州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
会副主任姚五洲等领导和嘉

宾出席了论坛。
论坛先后有10位领导和嘉

宾发表演讲。同时，论坛还举
行郑州大学尤努斯社会企业
研究中心、经济学管理学中
国学派研究 60 人论坛秘书
处、全国区域发展与产业升
级研究联盟河南研究基地揭
牌仪式、创新创业导师证书
颁发仪式和签约仪式。另有
4 家优秀的创业企业做了项
目路演。
记者 孙庆辉

“校地企”三方联合 科创、产业双链对接

枫杨园区遥感测绘产业
开启新篇章

中原国家广告产业园
通过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考核

■为高新喝彩

本报讯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下达《关于中原国家广告产
业园考核结果的通知》，中原国家
广告产业园通过2018年度考核。

位于枫杨园区的中原广告产
业园，于 2013年 4月被原国家工
商总局认定为“国家广告产业园
区”，成为全国第 11家国家级广
告产业园区，同时是国家动漫基
地、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目
前集聚了广告、动漫、游戏、影视、
互联网、出版等文创企业 225
家。小樱桃、羲和网络、360搜

索、搜狗、约克动漫、猪八戒等龙
头企业聚集。建设有中部区域
较为先进和完善的以“一个中心
六个平台”为核心的公共技术服
务平台。同时建立了企业和产
业全覆盖的园区服务体系，已形
成文化产业发展的规模集聚效
应，初具文化产业发展的“生态
环境”，创新发展能力正在逐步
提升。

目前，园区新三板企业 2家，
2018年产值达 21.5亿元，利税额
达 3.4 亿元，就业人数 5000 余
人。园区内除了先觉广告、大视
影画等广告类企业，还包括羲和
网络、华凯影视、赏豫文化等与广
告相关联的动漫、影视、游戏、互
联网等产业融合发展。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崔园园 文/图

各奖100万！

高新区3家企业喜获
第七届“郑州市市长质量奖”

本报讯 5月 15日，郑州市
质量大会召开。会议总结2017
年以来的质量工作，安排部署
下一步质量工作任务，动员全
市大力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
动郑州经济发展迈入高质量发

展时代。全市共 5家企业获颁
第七届“郑州市市长质量奖”，
其中高新区有3家，分别是格力
电器（郑州）有限公司、郑州新
亚复合超硬材料有限公司和河
南黎明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各获得100万元奖励。
据了解，根据郑州市政府

印发的《郑州市市长质量奖管
理办法》，市长质量奖每 2年评
选 1届，每届评选不超过 5个，
各奖100万元。 记者 孙庆辉

全国第七家！

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获批筹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