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断强化创新驱动发展。紧紧抓住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这个核心，加快构建自主创新体系，进一步提升创新

水平。积极推进开放式创新，引进一批高科技项目带动技术水平提升，支持企业与国内外同行、大型央企、科研院

所、高等院校共建创新平台，鼓励各地与重点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建设科技园区，支持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设立研

发中心、购买专利技术增强创新能力。 ——摘自 2015 年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

2015 年，河南省主动适应经济新常

态，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上，

根据河南经济转新升级的要求，围绕“打

基础、增优势、补短板”的总体发展思

路，以激发创新创业活力为突破口，通过

着力培育各类创新创业主体、打造创新创

业平台、集聚创新创业资源、完善创新创

业政策、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举措，使河

南的科技创新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河南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大幅度提升，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明显提高，科技

创新平台建设取得重大突破，自主创新能

力建设取得较大进展。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的突破和产业化，有力支撑了河南经济的

转型升级，为河南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增

长，特别是为 2015 年河南各项经济指标

在全国位次的前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5 年，河南科技创新工作的看点主

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引导科技创新资源跟着市场

走、跟着需求走、跟着企业走；促进科技

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

其二是结合省情，突出科技创新工作

的重点。围绕打造河南经济升级版，以创

新创业平台载体建设为重点，突出产业科

技创新和民生科技创新，强化协同创新和

开放创新，通过政产学研金结合和打造产

业创新战略联盟等方式，集聚和整合创新

资源，有效弥补了河南科技创新资源不足

的短板，大幅度提升了河南的自主创新

能力。

其三是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激发创新创业的活力和动力。创新创业有

没有活力和动力，关键在体制机制，一旦

体制机制障碍突破了，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活力和动力就有了基础和条件。

其四是发挥政策的激励作用，充分调

动创新创业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河南通过密集出台系列旨在激发创新

创业热情、完善创新创业体系、优化创新

创业环境的政策措施，大大调动了广大群

众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作者系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

整合资源
激发活力

谷建全
创新红利不断释放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企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平

高集团将努力开展智能电网及全球能源互联关键技术攻关与

集成创新研究，支持国家智能电网建设。”

韩书谟坚持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及时将国内外最新科技理论和成果应用于研发设计
中。他主持进行了交流 1100 千伏特高压产品的研发工作，为 1000 千伏晋东南—南阳—荆
门特高压交流实验示范工程提供了 1100 千伏 GIS 产品，该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
奖；他主持的“皖电东送淮南至上海特高压示范工程”是我国首个特高压交流同塔双回路输
电工程，也是特高压交流输变电技术规模化应用的标志性工程。韩书谟发表学术论文 18余
篇，取得发明专利 4项，实用新型 10项。

韩书谟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张新友

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

张新友从事花生遗传育种研究 30 余年，先后主持或承担国家“863”“973”、科技支撑计
划、河南省重大科技专项等数十项研究课题，创建了花生远缘杂交育种技术体系，解决了制
约花生远缘杂交育种成功的关键技术难题，实现了育种技术的重要突破；在花生产量、品质
等重要性状遗传及其分子标记发掘、基因克隆与遗传转化等育种理论与前沿技术研究领域
取得了重要进展。他主持的项目先后有 12 项获得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励，其中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 3项、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项；获得发明专利 5项、植物新品种权 6项。

“这个鼓励创新、尊重人才的伟大时代为每一位有志于将

自己研究兴趣与国家产业需求相结合的科研工作者提供了一

个广阔的舞台。”

□ 河南省印发实施了 《关于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推进创新驱动发展若干实施意
见》，在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围
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强化金融服务创新
功能、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机制、推进开放
式创新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在全国具有突
破性意义的政策，形成了系统、全面的改
革部署和工作格局。

□ 加强中原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建
设，研究起草了中原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
建 设 方 案 ， 明 确 将 郑 州 、 开 封 （含 兰
考）、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濮阳、
许昌、漯河、驻马店等 10 个市和全部 7
个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归入示范区。

□ 新增 4 家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这是河南省 2010 年以来获批数量最多的
一次。

□ 科技部和省政府联合启动了“创
新创业引领中原”活动，这是科技部在全
国范围内首次和地方政府联合开展“双
创”活动。

□ 平顶山、焦作高新区正式获批为
国家高新区，河南省国家高新区总数达到
了 7家，数量位居中西部首位。

□ 河南省 28 个成果获得国家奖励，
数量创历史新高，尤其是首次获得了企业
技术创新工程奖和科技创新团队，填补了
在这两项国家奖励上的空白，实现了国家
科技项目奖项全覆盖。

□ 加强与知名研发机构的合作，促
成省政府与上海交大、同济大学、浙江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
5所 985高校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 设立科技创新风险投资基金，基
金首期规模达到 5 亿元，重点支持省级以
上创新创业孵化器在孵科技型小微企业以
及国家“千人计划”、省“百人计划”等
高层次人才领办的初创期科技型企业。

河南省积极培育各类创新创业主体，加
快创业孵化载体建设，不断提升创新创业金
融支撑能力，在全社会营造创新创业环境，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全省科技创
新工作亮点频现，成效显著。

一 、要 素 投 入 及 主 要 科 技 产 出
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
2014 年 ，河 南 全 社 会 研 发 经 费 投 入

400.0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58%，经费数量
位居全国第 11位，中部第 2位。

2、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每万名就业
人员的研发人员比例

2014 年，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 232105
人年；每万名从业人员中研发人员 35.6 人
年/万人。

3、专利授权量及每万人发明专利拥
有量

2015 年，全省专利申请量达到 74373
件，授权量达到 47766 件。每万人有效发明
专利拥有量达到 1.86件。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指标

1、重大项目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启动实施了国家

“863”计划“可见光通信（VLC）系统关键技
术研究”，在广义可见光非线性统计信道模
型、适应 LED 信道传输特性与智能照明需
求的调制编码方式等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
突破。

围绕城际轨道交通产业发展，实施了
“轨道交通信息集成与网络化运营调度系统
关键技术研究”等 10 项重大科技专项，覆盖
了轨道交通产业上、中、下全链条，多项创新
成果在郑州、沈阳、成都等地轨道交通建设
中应用。

实施小麦、水稻、花生等主要农作物品

种选育专项，助推小麦良种覆盖率达 98%，
玉米、水稻良种覆盖率达到 100%。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2015 年，河南省新建 4 家企业国家重点

实验室。截至目前，河南省共有国家级重点
实验室 14 个，其中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10
个，数量位居中西部首位，彰显了企业创新
的主体地位。目前，已通过科技部验收的国
家重点实验室 6个。

3、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2015 年，河南省政府与上海交大等 5 所

985 高校，省科技厅与 15 家知名高校、科研
院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促成浙江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等相继在郑州、鹤壁落地建设
或共建研发与技术转移机构 15 个。先后与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俄罗斯和捷克等科技
部门及研发机构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签约
政府间合作项目 25 项。“郑州航空港区国家
级专家服务基地”获批，成为全国首批 20 个
国家级专家服务基地之一。

持续实施高层次科技人才引进工程，在
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工程实验室、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创新平
台，设立首席科学家、特聘专家等特设岗位，
由省政府聘任并提供津贴；对引进的“两院”
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人选、“长江学者”等
高层次人才，给予 100万元科研资助。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2015 年，河南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341

家，比上年增长 60%；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总
数已达 1353家。

2、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河南做强科技创新载体，引领现代农业

发展，成功争创国家中原现代农业科技示范
区。同时，着力夯实农业发展基础，育成一
批有影响力的农作物新品种。2015 年，河

南省通过国家级审定农作物新品种 18 个，
通过河南省省级审定农作物新品种 60个。

通过依托农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着力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共获得授权发明专
利 473 项，获批国际标准 2 项、国家标准 53
项、行业标准 90 项，取得核心技术突破 65
个，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新增经
济效益 228亿元。

建成全国唯一的“三区在线签署与管理
平台”系统，新选派确定了 940 名“三区”科
技人才，确定培养 106 名“三区”本土科技人
员，新聘任了 200 个省级科技特派员个人和
团队。

发展“互联网+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
省建设取得标志性成果。围绕“156”农村信
息化示范工程，结合“互联网+农业”“大数
据”行动计划，累计投入财政科技经费近
6000 万元，有效吸引、带动社会投入 6.5 亿
多元。

3、民生科技领域
河南组织实施了“内镜技术在基层推广

应用”等 26 项科技惠民计划项目。积极推
动省远程医学中心和 19 个省辖市远程医学
分中心的建设和有效运行，构建了全国领先
的、覆盖全省的、服务基层医疗机构和群众
的远程医疗服务网络。继续做好河南省大
气污染防治科技工作，“低成本高效烟气脱
硝催化剂的应用研究”“生物质能源设备替
代煤炭降霾关键技术研究”等 20 个项目顺
利通过验收。

通过关键技术突破，研发出一批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企业的
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有效
推动了民生产业的发展。

4、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
2015 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总金额达到

45.56亿元，较 2014年增长 9.4%。
（以上数据由河南省科技厅提供）

本版文字除署名文章外，均由本报记者 夏先清整理

图为年产 10000台纯电动客车生产线。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