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南阳市郊区，有 21 栋四层楼房显得很

特别。它是牧原集团打造的集防病、防臭、防

非洲猪瘟为一体的“三防智能猪舍”综合体。

它占地 2700 亩、年出栏生猪 210 万头，多层养

惟创新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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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晔

作为科技创新、成

果转化的排头兵，南阳

不断集聚创新要素，着

力构建更具活力的创新

创业生态系统，推动科

技创新从量的积累向质

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

系统提升转变。

◎通讯员 宋晓抒 本报记者 王延斌

◎王毅红 翟远烨 本报记者 乔 地

在被科技部列为科技成果评价改革、科技

奖励改革、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省之后，山

东将如何先行先试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做法？

2月 22日，在山东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山东省科技厅厅长唐波对此作了部分

解答。会上还发布了由山东省科技厅牵头制定

的《科技研发创新 2022 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

《行动计划》），以此作为全年科技工作的统领性

计划。

对肩负三大改革试点任务的山东省来说，

这是一份雄心勃勃的计划。按照上述《行动计

划》，无论是巩固拓展优势强项，还是补齐克服

短板弱项，山东将聚焦加大科技投入、强化平

台布局、做强科创主体、优化双创生态 4 个方面

发力。

三大国家级试点集于一
省，山东肩负先行先试重任

对山东这个科技大省来说，改革既源于自我

突破的要求，也包含着国家的殷殷期盼。梳理

《行动计划》，“改革”二字贯穿始终。

2021 年 11 月 25 日，科技部等十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组织开展科技成果评价改革试点工作的

通知》，选择山东开展科技成果评价改革综合试

点（全国四省份之一）和科技奖励改革专项试点

（全国唯一省份）。

2021 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唐波的全国

典型发言中，山东把“破四唯”融入项目评审、人

才评价、机构评估（简称“三评”）全过程的做法引

来外界关注。

实际上，在上述三大试点落地之前，改革已

经成为山东科技工作的发力点。

两年前，在农作物遗传育种、化工、非金属材

料 3 个领域，有 3 个项目被分别直接被提名山东

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这是山东项目评审制度改革的一部分。在

山东省科技进步奖序列中，“产业突出贡献”成为

“新生事物”。它的设置意味着那些效益显著、市

场份额高、引领行业发展的科技成果，直接被提

名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山东将如何改革科技成果评价？“评什么？

谁来评？怎么评？怎么用”，搞清楚这四问至关

重要。

唐波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我们将从评价

标准、评价主体、评价方式，以及如何在项目管

理、人才评价、平台建设、成果转化等工作中的应

用，进行系统设计；将坚持科学分类、多维度评

价，健全完善科技成果分类评价体系；此外，我们

将注重强化科技成果转化的应用导向，发挥市场

配置科技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推动实现科技成果

评价由市场来‘唱主角’。”

记者了解到，在科技奖励改革方面，山东将

坚持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评奖机制，完善奖

励提名和评审机制，提高奖励质量，优化奖励结

构，发挥好科技奖励“风向标”“指挥棒”的导向作

用。

如何评价科技人才？山东将探索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社会公益研究等不同类型

人才创新活动的评价指标、评价方式，力争探索

形成在全国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

多平台布局，培育国家
战略科技后备力量

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山东 GDP同

比增长 8.3%，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9.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的

增长率接近 20%。

如何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山东省省

委书记李干杰强调，当前，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

正处在关键时期，既面临难得发展机遇，也面临

不少风险挑战，关键要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

心位置，持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

而此次《行动计划》的公布，无疑是对加强科

技研发创新的具体落实。

记者发现，《行动计划》将山东科技创新重点

工作梳理为四大任务，即加大科技投入、强化平

台布局、做强科创主体、优化双创生态。

充 足 的 资 金 投 入 是 提 高 创 新 能 力 ，确 保

科研产出的必要条件。记者了解到，正因为

高额的研发投入，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在

山东面世。

世界首套时速 600 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

统成功下线；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燃料电池

智能雪蜡车亮相冬奥会；2 个 1 类新药、2 个中药

新药获批上市；世界首座四代技术高温气冷堆核

电机组并网发电；柴油机本体热效率首次达到

51.09%，再创世界纪录。

唐波表示：“今年，山东省级科技创新发展资

金要在 2021 年基础上再增长 10%，达到 145 亿

元。”按照《行动计划》，这些投入将重点做到 3个

聚焦，即聚焦基础研究策源能力，强化产业关键

技术攻关，推动科技赋能产业发展。

据介绍，2021 年，山东创新平台建设进入快

车道，比如国家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心获批，国

家技术创新中心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两项大科学

装置纳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实现历史

性突破……

“一方面，我们将积极争取更多的国家级科

创平台在山东布局；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培育一

批国家战略科技后备力量。”唐波说。

锚定三大科技改革任务，山东聚焦四方面发力

科技日报讯 （陈科）笔者从 2 月 16 日召开的四川省科技工作会上获

悉，截至 2021年底四川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10210家，较上年新增数量超过

2000家，增长 22%，首次突破 1万家。

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四川高新技术企业规模不断壮大，收入上亿元企

业数量达到 1623 家，较上年新增 5.7%；高企年末从业人员达到 131 万人，

较上年新增 14.6%。在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方面，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支

撑四川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营业收入近 1.9万亿元，较上年新增 29.5%；出

口总额达到 1833.3 亿元，较上年新增 23.3%。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运营稳

中向好发展，利润总额达到 1206.9 亿元，较上年新增 52.7%，实现净利润

1058.7亿元，较上年新增 54.5%。

四川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四川正把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作

为全面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从政策引领、资金扶持、引进

孵化等方面同向发力。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实现量、质双提升，也为四川高

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四川高新技术企业数

首次破万家

科技日报讯 （记者魏依晨）2 月 16 日，备受关注的 2021 年江西省十

大科技成果揭晓，水稻丛枝菌根高效共生关键基因克隆等一批对国民经

济、产业发展，在农业、工业、新能源、医疗等领域起到推动支撑作用的成

果纷纷上榜，很多成果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有的填补了领域技术空白。

据悉，此次活动由《江西科技》编辑部组织实施。

这十大科技成果分别为：家猪新品种培育自主技术——“中芯一号”

创制与应用；食品中复杂碳水化合物结构表征理论取得重大突破；退役动

力电池智能拆解与回收利用技术取得全球性突破进展；半导体照明技术

开拓中国优势；国内首台 6轴 5联动数控激光刻型装备研制成功；世界首

台高温超导直流感应加热设备研制成功；中药化合物分离纯化方面取得

重大进展；水稻丛枝菌根高效共生关键基因克隆成功；国内新型弹性成像

检测系统研制成功；钢水纯净度和稀土金属纯净度控制技术研制成功。

江西省十大科技成果揭晓

多项成果全球领先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园园）2月 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新闻发布

会，介绍支持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情况。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陈中在发布会上表示，大学生

从事家政、养老和现代农业创业，政府给予 10万元的创业补贴；大学生到

这些领域工作，政府给予每人每年 1万元的就业补贴，连续补贴 3年。

“浙江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比较丰富。”陈中介绍，除了杭州市区，

浙江省全面放开专科以上学历毕业生的落户限制，杭州的落户条件为本

科以上学历。高校毕业生到浙江工作，可以享受 2 万元—40 万元不等的

生活补贴或购房租房补贴。大学生想创业，可贷款 10 万元—50 万元，如

果创业失败，贷款 10万以下的由政府代偿，贷款 10万元以上的部分，由政

府代偿 80%。

此外，他还表示，大学生到浙江实习的，各地提供生活补贴。对家庭

困难的毕业生，政府发放每人 3000元的求职创业补贴。

“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超过 1000万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

遇，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大力引进高校毕业生。”陈中说。

浙江大学生在三领域创业

可获10万元补贴

虎年春节后，河南省南阳市委书记朱是西就

来到国家南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调研，表示要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实现“裂变式”增长，完善配

套服务，以优惠政策引进高端人才，助力产业高

质量发展。

在 2 月 11 日召开的南阳市 2022 年人代会

上，市长王智慧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南

阳要加快推动创新抢滩突破，聚力提升河南省

副中心城市能级。这包括强力实施创新驱动

战略，尽快在创新资源要素高效集聚配置、创

新技术成果快速转化应用上实现新突破；实施

创新平台建优提质计划，争取筹建张仲景实验

室、张衡实验室；实施创新型企业树标引领计

划、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科技型中小企业

“春笋”计划，完善“小升高、高变强”培育机制；

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增效计划，做强中关村科技

产业园、南阳科技大市场；实施科技创新人才

引育工程，用好院士小镇、人才发展集团、创业

家园等载体，完善“全职+柔性”招才引智机制，

大力引进各类高端人才和团队；加大科研创新

投入力度，完善科技成果奖励体系等。

南阳市制订的“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提

出将抓好培育产业创新主体、建设产业创新平

台、攻克产业关键技术、强化产业人才支撑的

“四个关键”，建成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技术

创新中心、新材料技术创新中心、光学信息技

术创新中心、中医药技术创新中心、农业技术

创新中心、生态治理和能源资源利用技术创新

中心等“六大中心”。

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的中光学集团镀邦

产业园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光学元器件领域的巨

人企业，为南阳市建设全国数字光电产业高地作

出积极贡献；打造全国乃至全球有影响的数字光

电产业谷，使数字光电产业成为南阳高端制造的

一张亮丽名片；豫西工业集团做大做强中南钻

石，把南阳打造成全球重要的超硬材料科研生产

基地。

作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排头兵，南阳不

断集聚创新要素，着力构建更具活力的创新创业

生态系统，推动科技创新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

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提升转变。

刚刚过去的 2021 年，南阳市以装备制造、光

电、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技术需求为重

点，组织实施国家省市重大、重点科技项目300多

项，攻克了一批制约发展的关键技术难题；实施市

级重大科技专项 10项，在特种防爆消防装备、大

容量高速电机等方面取得技术突破；大力支持创

新龙头企业、科技“瞪羚”和“雏鹰”企业做强做优，

培育省创新龙头企业8家、“瞪羚”企业6家。

南阳市科技局长张梅介绍，“十四五”期间，

南阳将建成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创新型城市，打造

豫鄂陕毗邻地区科技创新中心和创新创业高

地。届时，科学技术支出占本级财政决算支出的

比重达到 2.0%以上；形成一批在国内国际具有

较强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和产业集群，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 55%以上；主要农

作物品种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

惟创新者进

南阳市科技局局长张梅表示，2022 年，南阳

市紧紧抓住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光电

等领域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项目进入产业

化关键期的机遇，运用政策、项目、资金等综合服

务，引导和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步伐，重大科技成

果转化率达 70%以上；依托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水源地优势，强化河南省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南阳分中心和京宛科技合作平台；构建创新

生态、优化发展环境, 打造产业升级发展引擎，

为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为河南省副中心城市建设奠定坚实

基础。

龙成集团是一家不走寻常路的企业，董事长

朱书成说：“我们的产品有个特点，就是生产别人

不能生产、不愿生产、不敢生产的产品，做‘人无

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产品。”

在世界单机容量最大的白鹤滩水电站 16台

百万千瓦级机组中，龙成集团旗下的汉冶特钢提

供了 9台机组座环用钢，这是大型发电机组的核

心部位首次使用国产钢板。企业家们通过不断

进行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强化产学研合作、科技

成果转化，持续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为企业

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宛西制药公司投入 5 亿元，建设完成了通

过河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验收的 2.8 万平

方米中药配方颗粒生产车间，在自动化、智能

化、规模化等方面均率先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并取得了 581 种中药配方颗粒产品的上市许

可，成为河南省目前唯一一家生产上市中药配

方颗粒的企业，填补了河南省中药配方颗粒生

产的空白。其中，仲景天智颗粒是国内首个获

批的治疗轻中度血管性痴呆的中成药，填补了

中药治疗痴呆症的空白。

如今，位于伏牛山深处的西峡县拥有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 26家，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51家，

获得国家级品牌 106 个、省级品牌 193 个……展

现了西峡企业发展的勇猛势头，彰显了西峡企业

家的创新活力。

惟创新者胜

河南南阳河南南阳：：
创新抢滩突破创新抢滩突破，，提升城市能级提升城市能级

““超级大脑超级大脑””上线上线——国家速滑馆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冰丝带””建成智慧场馆建成智慧场馆，，图为图为
20212021年年1212月月2626日拍摄的国家速滑馆内景日拍摄的国家速滑馆内景。。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程婷婷程婷婷摄摄

殖 ，使 单 位 土 地 面 积 承 载 生 猪 养 殖 量 增 长 4

倍。

南 阳 市 副 市 长 、内 乡 县 委 书 记 杨 曙 光 介

绍，一端进去的是玉米等原粮，几个月后，从

另一端输出的是分割包装精美的猪肉制品，

仿佛工业产品的生产流水线。在综合体里，

5G 全覆盖，喂料、猪群监测、粪污清理等全部

由机器人完成，最新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物

联网等技术全部应用到养殖业。整个养猪过

程产业化、系统化和工业化，彻底打破了传统

的养猪方式，挑战了养殖密度、物流成本、产

出效率 3 个极限。

从牧原集团的“智慧养猪”到西排公司的“反

置紧耦合催化转化器歧管应用及产业化”；从河

南省科学院南阳光电研究所挂牌成立、张仲景经

方实验室高效运转，到新增国家级、省级绿色和

智能工厂 8家、上云企业 2024家……南阳市大力

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创新主体能力提升

工程、创新创业平台提质工程、科技开放合作拓

展工程、科技成果转化增效工程、科技创新人才

引育工程、科技创新生态优化工程等七大科技工

程的一个缩影。

作 为“国 家 创 新 型 城 市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示范城市”，目前南阳建立院士工作站 21 家、

中原学者工作站 2 家，获批国家、省级创新创

业载体 23 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26 家，建成

国家重点实验室 1 家、省重点实验室 7 家、市

级重点实验室 158 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90

家；2021 年全市落地转化科技成果 106 项、完

成技术合同成交额 38.58 亿元；全市与 76 名两

院院士和专家达成科技合作项目 77 个，引进

各类急需紧缺人才 7737 人；围绕先进制造、数

字光电、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先后

与 中 科 院 、清 华 大 学 等 23 家 高 校 、科 研 机 构

建立了技术合作关系，引进市外优秀科技成

果（项目）30 多项。

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独立研发的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独立研发的““一车两人一车两人””智能防爆消防系统智能防爆消防系统，，改改
变了传统的消防作战模式变了传统的消防作战模式，，由机器人代替消防队员由机器人代替消防队员，，实现人车联动实现人车联动、、通信通信
互联互联。。图为技术人员测试防爆灭火机器人图为技术人员测试防爆灭火机器人。。 范志钦范志钦 乔地乔地摄摄

大地回暖，万物复苏，江南地区的冬小麦相继进入返青期。2 月 16

日，记者来到南京六合区竹镇镇，只见数千亩冬小麦长势喜人，麦田上空

传来阵阵嗡鸣声，抬头看去，2 架农业无人机来回穿梭，所经之处颗粒状

的复合肥从天而降，短短 1分钟便完成一亩地的追肥。

“从返青期到抽穗前，是小麦生长速度最快、生长量最大的时期，对小

麦能否高产至关重要。过去，小麦追肥采用轮式撒肥机或人工背壶喷洒，

容易造成播撒不均、踩苗轧苗、下雨无法作业等问题，而且一个熟练农民

一天最多只能施肥 15—20亩，远远跟不上大规模农业生产的需要。”种植

大户方继松告诉记者。

从去年开始，方继松引入智能无人机撒肥作业，效率一下提升近百倍。

记者在现场看到，技术人员只需要在手机上圈定农田区域，系统即可

自动生成航线，无需人工操作，无人机便徐徐升空，在设定好的航线上来

回穿梭喷洒肥料。肥料撒完或者电池耗尽，无人机还会自动飞回来加料

充电，待工作人员完成肥料加注和电池更换，并在手机上点击确认，无人

机便再次腾空而起。

负责无人机作业的滁州云海农机总经理薛能告诉记者，智能化耕作

已成为农业生产新风向。本次春耕作业，他们总共承接了南京六合及周

边地区近 3万亩麦田的追肥任务，均采用广州极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极飞科技）最新的 P100农业无人机进行撒肥作业。

事实上，无人机飞入农田作业，只是近年来科技助力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

缩影，更多黑科技“新农具”已经走入现实：农业无人车、农机自驾仪、遥感无人

机、农业物联网和智慧农业系统已经贯穿农业生产“耕种管收”各大环节，可以

为农户提供智能、高效、经济的生产工具和数据服务，帮助农场解决劳动力成

本高、生产管理粗放等问题，推动实现真正的无人化农业生产管理。

在现场进行指导的极飞科技技术人员说，通过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极飞

科技自主研发的无人化、智能化产品投入使用后，累计为农户减少粮食损失约

821万吨，大概相当于1642万人一年的粮食；减少农药使用超过4.5万吨，节水

1500余万吨，降低了农业碳排放76万吨，相当于种下1032万棵树。

一亩地追肥仅需1分钟

智能无人机为春耕“添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