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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之 创新篇

7月 20日，中原科技城
首个开工项目——启迪科技
城启创园顺利通过竣工验
收；7月 24日，一批中原科技
城科创企业云集“智汇郑东·
共赢未来”郑东新区高校毕
业生就业季首场招聘会，500
余家企业通过“线上线下”提
供岗位2万余个。

创新驱动发展。今年以
来，中原科技城建设正以时不
我待的紧迫感全力推进，只争
朝夕的精神状态全面提速，成
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郑州
发展的一个平台和窗口。

深入推进与省科学院融
合发展，积极推进龙子湖智
慧岛NO.1标准化建设。郑东
新区与省科技厅、省科学院
经过多轮谋划讨论，探索建
立了“中原科技城管委会+省
科学院+平台公司”的新型工
作机制，形成更加灵活、更加
高效的体制机制，初步确立
了“空间布局、平台互补、人
才共享、产学研贯通、项目牵
引、学科建设、体制机制”等7
个方面的整合发展方向，各
项工作有序进行。围绕“三
空间两平台一示范”功能布
局，高位抓好规划设计提升、
运营模式创新、要素平台建
设、服务体系优化等工作，全
力推进中原龙子湖智慧岛
NO.1建设。

产业是人才施展才华的
舞台，是支撑区域发展的基
石。郑东新区围绕数字产
业、生命科学等主导产业，强
化产业研究，编制《中原科技
城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实施
方案》《郑东新区 2021—2030
年产业发展研究咨询服务项
目》《郑东新区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规划（2023—2027年）》，
提升中原科技城产业发展水
平。聚焦头部企业、大院名
所、人才团队等，加大双招双
引力度，累计招引上汽集团、
华为超聚变等领军项目 234
个。通过“项目引才、以才引
才、平台育才、活动聚才”，上
线人才工作一件事“英才汇”
等举措，引进中科院院士
刘大响、王家耀等各类高层
次人才908名。嵩山实验室、
黄河实验室、哈工大郑州研
究院等重大科创平台相继落
地，核心区郑州国际文化交
流中心、中原科技城科技创
新园等“四梁八柱”项目实现
集中连片开工，总投资120亿

元的鲲鹏软件小镇建成试运
营，产业、人才、创新、金融、
服务等创新生态、创新环境
大幅改善，形成了蓬勃发展
的良好势头。

为确保中原科技城高质
量发展，构建了六大科技创
新生态体系。

人才政策服务体系。依
托省、市、区三级人才政策体
系，出台《中原科技城建设人
才创新创业试验区实施意
见》和“龙腾十条”人才政策，
制定相应的配套实施细则，
配合市财政局出台《中原科技
城优秀人才经济贡献奖励实
施细则（试行）》。开发中原科
技城人才码，实现人才服务的
“一码集成、码上通办”。打造
人才工作一件事“英才汇”平
台，实现人才线上申报，政策
线上匹配，为高层次人才引
进、创业、安居、教育、医疗等
提供全方位支持。

科创要素服务体系。依
托国家专利审查协作河南中
心、郑州商标审查协作中心、
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三大
国家级平台，完善知识产权
保护、专利、商标等科创要素
保障，加快建设郑州技术要
素交易市场，提升科创服务
水平。

科创金融服务体系。出
资成立50亿元规模的郑州中
原科技城产业引导母基金，
发布《中原科技城产业引导
基金管理办法》《中原科技城
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扶持
办法》，加快推进“智慧岛”基
金大数据平台和“智慧岛”数
字金融开放服务平台建设，
打通传统金融企业、产业基
金和科创企业、科创人才的
信息通道。

“双拎空间”服务体系。
创新推行轻资产入驻“拎包
办公，拎包入住”的服务模
式，自中原科技城成立以来，
整合楼宇资源约 180万平方
米，为包括嵩山实验室、哈
工大郑州研究院、河南省区
块链产业园区等 40余家企
业及省市重点项目提供办
公空间匹配服务。通过盘
活存量安置房、租赁国有平
台公司公寓等途径，储备人
才房源 2000余套，已达到拎
包入住条件 556套，为省科
学院、郑商所等重点项目及
企业匹配公寓260余套，加快
推进移交省直人才公寓（晨

晖苑）2292套。
政务效能服务体系。打

通了“英才汇”和郑州市“郑
好办”的线上联通，开创全省
首个线上人才服务绿色通
道，在中原科技城设立中原
科技城办事服务大厅，实施
了一网通办、一事办成，还有
个体登记、一件事“秒批”，大
幅降低项目开发时间和资金
成本，为人才团队快速入驻
创造最好条件。

开放场景服务体系。加
快打造智慧城区，编制《“数
字郑东”建设工作方案》，科
学谋划，强化统筹，整体推进
“数字郑东”建设工作。加快
推进城市大脑和产业大脑建
设，成立宇通自动驾驶研究
院，正式运行中原科技城智
能出行系统，布局国内首条
商业化运营自动驾驶公交
线、行业首个无人场站和行
业内首款无驾驶室的洗扫
车，分批投放100台自动驾驶
微公交和 100台自动驾驶乘
用车，打造多维一体的智慧
场景体系。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
千钧再出发。

8月，《郑州市“十四五”
科技创新发展规划》正式公
布。《规划》提出，郑州要在
“十四五”末，国家重点实验
室达到 9个，全社会 R&D经
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达 3%，
高新技术企业达1万家，科技
型企业达 2万家，瞪羚企业、
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企
业培育取得新成效，集聚一
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
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
科技人才。在优势产业领域
取得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每
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
量达13件。技术合同成交额
达 1000亿元，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比重达70%。

郑州，将胸怀“两个大
局”，增强服务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建设的责任感，立足构
建新发展格局，增强不进则
退、慢进亦退、不创新必退的
紧迫感，锚定“两个确保”，增
强建设国家创新高地和重要
人才中心的使命感，以“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毅力定力耐
力，坚定走好创新驱动高质
量发展“华山一条路”，向着
国家创新高地和重要人才中
心勇毅前行。

科创节节攀升 发展步步铿锵
7月24日，长征五号B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中国空

间站迎来了新的舱段——问天实验舱。这是我国目前最大
吨位的两个航天器之间的交会对接，也是我国空间站第一次
在有人状态下交会对接。而在其中，“问天”发射背后的“郑
州力量”让人振奋。

同样，6月5日10时44分，我国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将搭载陈冬、刘洋、蔡旭哲3名
航天员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乘
组中，一次派出了两位河南籍航天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河
南专列”。而让郑州人民骄傲的不仅如此，从运载火箭到飞
船对接空间站，有众多“郑州科技”“郑州造”为这次任务全程
保驾护航。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郑州市“十大战略”行动开
局之年，也是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之年。

郑州，正以“当好国家队、提升国际化、引领现代化河南
建设”“建设国家创新高地、先进制造业高地、开放高地、人才
高地”为总目标，以“整体工作争先进成高原，重点工作创一
流起高峰”为总要求，全面开展工作有标杆、落实有标准、突
破有标志“三标”活动，深入实施“十大战略”行动，努力发挥
好全省经济发展“领头羊”、社会治理“首善区”作用，全力开
局破题，奋力高台起势。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李娜 覃岩峰/文
通讯员 刘玉重 李盼/文 李焱/图

2022年上半年，郑州市
科技局也亮出了显眼的成绩
单：以“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动为抓手，全面开展“三标”
活动，深入推进“十大战略”
行动，奋力建设国家创新高
地，切实为全市经济发展“半
年稳、半年红”提供科技支
撑。申报第一批高新技术企
业 1000家以上；技术合同成
交额实现大幅提升，达到224
亿元，同比增长 51%；全社会
研发投入经费2021年度摸底
填报数为 384.37亿元，同比
增长 16.8%！这一组亮眼的
数据，标记了郑州科技创新
发展的新高度。

2022年 3月 17日，我省
谋划建设的首个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超短超强激光实
验装置项目在郑州市开工，标
志着我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体系、建设国家创新高地
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3月22
日，继去年三家省实验室后，
我省又集中揭牌龙门实验
室、中原关键金属实验室、龙
湖现代免疫实验室三家实验
室……科技创新的“四梁八
柱”正在稳稳当当地搭建中。

而更多来自郑州的“科
创”强音，正奏响着更为宏阔
的声响——

“问天”发射背后，有位
于郑州市的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第二十七研究所研制

的空间站交会对接激光雷
达，这是第 10次保证神舟飞
船与航天器的精准交会对
接，实现十连胜，助力天宫空
间站扩成“两居室”。还有郑
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为
问天实验舱研制生产了10多
个系列、近2/3比例的配套电
连接器产品。

神州十四号载人飞船翱
翔太空，这中间也有中国电子
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七研究
所的贡献，他们通过两大“河
南智造”，也就是载人飞船
GNC分系统激光雷达、连续波
高精度测量雷达为神舟十四
号擎天保驾护航；还有河南航
天液压气动技术有限公司的
贡献，他们在本次发射任务中
为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热控
分系统提供的加排阀、服务
阀、温控阀、自锁阀、加排服务
阀等多种类特种阀门；还有郑
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提
供的电连接器、电缆网和电子
仪器设备等产品，为“神舟”
“天和”太空牵手保驾护航。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上，185辆宇通氢燃料电池客
车提供全天候服务，由河南
省氢能与燃料电池汽车产业
研究院突破的长续航高环境
适应性燃料电池客车技术，
为其提供了有力支撑。

郑州科研高峰正节节攀
升，不断指向新的高度。

如何给企业提供更好的营
商环境？如何让科技成果更快
转换？如何帮陷入困境的科技
企业渡过难关？要实现高质量
发展，郑州该怎样激发全社会
的创新内生力量？

以政策为引领，为企业发
展保驾护航——

上半年，郑州市科技局聚
焦“国家创新高地”目标，印发
实施《郑州国家新一代人工智
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实施方
案》，研究制定《关于率先构建
一流创新生态 建设国家创新
高地的意见》《郑州市实施创新
驱动、科教兴市、人才强市战略
行动计划方案》，通过打好政策

组合拳、激发创新新动能。
以惠企为途径，为科技企

业送去帮扶——
上半年，市科技局通过“亲

清在线”惠企惠民资金兑现平
台，市科技局通过“亲清在线”
平台实现科技资金全部直达企
业（单位），资金总额 7.9亿元，
惠及企业数量4052家。

以平台为舞台，让更多科
技企业长袖善舞——

超短超强激光平台正式开
工，完成前期审批，正在协调加
快资金落实；智能传感器
（MEMS）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创
新与转化平台正在加快研究
确定投资模式、建设规模等；

安图生物获批国家新发突发
重大传染病检测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国家级研发平台累计
达到58家。

以帮扶为土壤，助高新技
术企业茁壮成长——

以“万人助万企”活动为抓
手，深入企业调研摸底，帮助解
决问题，先后下企业调研 30余
人次，交办 23项问题全部办
结。加强高新技术后备库入库
工作，拟入库 1703家，累计超
4500家。优化高企业申报流
程，由每年几个批次改为常态
化受理，今年已受理高企后备
企业 1207家，继续保持高企增
速位居国家中心城市前列。

创新发展，人才是关键。郑
州要集聚一流的创新团队，必须
全力构建一流创新生态。

今年 4月 15日，“活力郑州
青春郑州”郑州市青年创新创业
行动新闻发布会上，10条“青年
人才新政”重磅推出，郑州向全球
青年才俊伸出橄榄枝，送上“大礼
包”，诚邀来郑留郑创新创业，要
让青年人才来得了、住得下、留得
住，客观“双向奔赴”，同频共振。

同样是在今年 4月，河南省
教育科技创新大会暨人才工作会
议在郑州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
重要论述，贯彻中央人才工作会
议精神，对我省实施创新驱动、科
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进行全面
部署。河南将举全省之力构建一
流创新生态、打造国家创新高地
和重要人才中心，为实现“两个确
保”提供强有力支撑。

6月14日，我市印发《中原科
技城优秀人才经济贡献奖励实施
细则（试行）》，引入市场薪酬评价
机制，为中原科技城引进的各类
优秀人才给予正向激励，鼓励人
才到中原科技城创新创业，加快
推进河南省人才创新创业试验区
建设。

创新生态环境日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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