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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地企合作军民融合企业服务
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为进一步推进驻洛大中型

企业和科研院所与我区开展合作，并与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建设、军民融合、企业服务工作等任务相结合，充分

发挥管理机构、政策体系引导作用和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

通过企业服务找到合作对接点，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不断提升洛阳高新区综合竞争力，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按照市委、市政府“9+2”工作布

局，创新合作机制，催生合作契机，拓展合作深度，构建地

企联动、军民融合、企业服务资源共享、资本协作、优势互

补、互利共赢的地企合作新格局，为实现全市“四高一强一

率先”奋斗目标提供坚强保障。

（二）总体目标。“十三五”期间，力争培育主营业务

收入超 100 亿元企业 4 家；“小巨人”企业 20 家；孵化科技

型中小企业 100 家；围绕优势产业建设 6个创新型产业联盟；

推介转化科技成果 30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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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原则

（一）企业主导、政策引导。坚持企业主体地位，企业

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担风险。通过政策体系加强规划引

导、分类指导和个性化政策扶持，加强统筹协调，搭建平台，

强化服务，营造良好环境。

（二）市场运作、突出特色。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遵循市场原则依法依规推进地企合作。按

照“成长性好、竞争性强、关联度高”的要求，有针对性地

选择符合区域发展方向的重点领域进行引导，推动我区与优

势企业间的合作，搭建平台推动研发成果产业化和重大项目

的落地实施。

（三）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充分发挥区域内重点企业、

重大项目、产业集群建设的资源优势，主动与驻洛央企、科

研院所、高校及在我区已投资项目的大型央企集团开展项目

对接，寻找互补空间，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促进

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三、工作任务

（一）围绕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加强合作

借助大型央（省）企集团在全国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加

快谋划与央（省）企集团深度对接及合作项目的建设进度，

通过引进央（省）企集团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金支持，推

进央（省）企多领域、系列化项目投资，进一步拓宽合作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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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延长产业链条，推进区域内产业集群化发展。充分发挥

国家、省、市政策的引导作用，加大企业及合作项目扶持力

度，围绕我区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及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开

展合作，重点对接中信重工、中航光电、轴研科技、中色科

技的技术改造升级工程，725 研究所、613 研究所、空空导

弹研究院、机械工业第四设计研究院、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

料研究院、洛阳石化院、以及中航光电等科研单位研究成果

产业化项目。并借助现有央企子公司，谋划与中航工业集团、

中建材集团、国机集团等的深度对接。

（二）围绕“一区多园”实现信息共享

按照市委、市政府“一中心六组团”协同发展的工作部

署，充分利用洛阳高新区产业规划和管理经验等优势，与其

他县（区）优势相结合，通过合作招商、产业转移等方式，

扩宽“一区多园”合作水平。输出洛阳高新区在园区建设、

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和低端加工企业。将洛阳高新区的创新

服务平台、科技企业孵化平台、人才招聘服务平台、中小企

业研发公共平台、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等科技服务体系和

信息资源推广覆盖，吸引其他区域的大型企业将总部、研发

机构在我区集中，实现军民企地信息资源渠道的打通共享。

（三）围绕创新载体建设加强合作

积极联络大中型央（省）企及其下属科研机构、驻洛高

校和科研院所及直属企业开展对接合作，培育和发展创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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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研发机构，推动和扶持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大力

引入高端智力和关键核心技术，激活创新要素，增强创新能

力，转化创新成果。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

效益为中心的“产、学、研、用”一体的创新体系，鼓励科

研院所、高校、企业等各类创业创新人才（团队）和成果进

驻高新区认定的孵化载体进行科技创业，重点推进清华大学

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洛阳先进制造产业研发基地、上海交大

洛阳特种重材料研究院、河北工业大学特殊环境下服役机器

人洛阳创新中心等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等。

（四）围绕强化开放招商加强合作

充分发挥好地企合作平台，创新合作方式，抓好以商招

商，发挥企业、科研院所的主体作用，加强和推进项目合作，

建立目标企业库。结合本地产业定位和现有基础，明确目标

任务，积极与符合自身产业定位的优强企业特别是央（省）

企对接，建立目标企业库。通过央（省）企在我区设立的子

公司和产业化项目，积极争取总部支持，加大投资力度，努

力将驻洛央（省）企发展成为总部重要的生产制造及创新研

发基地。

四、重点工作及分工

（一）构建公共服务平台体系，整合地企合作、军民融

合工作中的信息资源，实现信息共享。

1．建设技术成果展示交易平台。依托鸿业科技研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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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中国技术交易所技 E 网资源平台，建设高新区创新成果

信息服务载体，集合驻洛央（省）企、高校及科研院所和新

型研发机构的技术成果信息，解决驻洛央（省）企、高校及

科研院所研究成果与区内企业需求不对称的难题。

责任单位：项目服务和经济发展局、区组织人事和社会

保障局、创业中心、信息中心

2．建设科研设备共享平台。遵从市场规则，通过创新

券、直接补助等形式增加财政支持力度，整合高校、科研院

所的科研、检测仪器设备资源，打造科研检测仪器设备共享

平台，解决科研实验设备资源分散、不透明问题，面向区内

外研发及生产单位开放服务，降低研发成本。

责任单位：项目服务和经济发展局、创业中心、信息中

心

3．建设项目路演平台。每季度举行一次路演活动，将

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项目信息及科技成果信息进行集中推

广发布，与投资机构洽谈交流，扩宽合作空间，增进相互间

交流、沟通。

责任单位：项目服务和经济发展局、组织人事和社会保

障局、创业中心、金融办

4．建设金融支持平台。通过地企合作、军民融合孵化

基金，北航天使投资基金、中航资本产业专项基金，以及通

过无界投融公司连接的北京、上海、深圳风投机构和持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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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创新创业大赛，使创新团队、企业找到和金融资本合作

的途径，支持项目落地发展。

责任单位：金融办、招商局、创业中心

5．建设人才资源库及交流培训平台。发挥高校、科研

院所学科齐全、人才密集以及与国内外智库交流广泛的优

势，并结合金融业发达地区的行业人才，建设专家人才库。

从企业需求入手，引进高端师资平台，对参与地企合作工作

的项目单位和企业家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人才培训，

扩宽企业家发展视野，为中小企业培育高端管理、创新人才。

责任单位：组织人事和社会保障局、项目服务和经济发

展局、金融办、清华大学洛阳研发基地

6．建设新型研发机构及创新型产业联盟。支持企业自

建孵化器、创客空间等双创载体，引入高校、科研院所的创

新创业资源。以科研成果产业化为媒介，推动新型研发机构

落户和创新产业联盟建设。依托中航锂电及洛阳尚德公司建

设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依托机器人产业园及清华

大学洛阳研发基地建设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联盟、依托北

航科技园及中航光电公司建设电子信息服务产业联盟、依托

瑞泽石化公司建设石化装备产业联盟、依托普莱柯公司及中

科科技园建设生物医药产业联盟、依托七二五研究所及洛阳

特种材料研究院建设新材料产业联盟。

责任单位：招商局、组织人事和社会保障局、项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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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发展局、创业中心、清华大学洛阳研发基地、特种材

料研究院

（二）建立领导联系制度

通过梳理驻洛大中型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结合高新

区实际，确定中船重工七二五所、中建材集团、河南科技大

学等 22 家单位为主要合作对象。结合我区各单位职责和与

目标单位的以往合作情况，确定招商、经济及人事部门正职

领导作为地企合作联系领导，并各配备一名单位副职领导作

为联络员。重要拜访活动和重大合作项目可以由管委会主要

领导参与并协调。（见附件 1）

1．加强调研指导，获取项目信息。按照地企合作分工，

责任人要与联系单位加强交流沟通，寻求合作信息和机遇，

积极推介并邀请合作单位互访。听取意见诉求，深入了解和

掌握经营发展情况，实现精准施策、保姆式服务。原则上每

月至少到驻洛大中型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进行一次拜

访调研。

2.推进项目合作及科技成果转化。责任人要与目标单位

充分沟通，逐步推进与我区的项目合作及科技成果转化。没

有具体合作项目的单位，要谋划项目；项目没有签约的，要

推进项目签约落地；签约落地的，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积极

服务，推进项目进展。

对于河南科技大学、洛阳理工学院、洛阳师范学院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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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科技成果在我区转化为主要工作。

对于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中信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船重工第七二五研究所、洛阳玻璃集团、中车集团洛阳公

司等单位及其各自上级公司，以引进项目为主要工作。

对于中航工业洛阳光电设备研究所、中国空空导弹研究

院、机械工业第四设计研究院、中机十院、轴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洛阳有色金属加工

设计研究院、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中航光电科技股份

公司等单位及其各自上级公司，以引进项目及科技成果转化

为主要工作。

(三)建立地企合作项目储备库

根据我区产业基础，围绕地企合作主题，结合市场需求，

有的放矢的谋划一批新项目。对于新谋划的、正在洽谈的、

拟合作的地企合作项目建立台帐，每月进行汇总和项目信息

更新，确保项目储备库中随时有一批项目可以上报，随时有

一批项目可以签约，将地企合作项目库建成经济发展的动力

库。

责任单位：招商局、服务业发展促进局、创业中心、项

目服务和经济发展局、实业公司

（四）现有地企合作项目要有新突破

对于已经签约及正在洽谈的实质性地企合作项目，要创

造条件，加快推进，实现新突破。其中中航锂电三期、普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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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募投项目及中科科技园、双瑞特装二期项目、清华大学洛

阳先进制造产业研发基地、北航科技园二期项目要加快建设

进度，力争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中建材凯盛科技公司

玻璃深加工项目、军民融合产业园项目要加快洽谈，确保年

底前落地实施。

责任单位：招商局、重点办、项目服务和经济发展局、

创业中心、统计局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管委会成立地企合作领导小组，

全面负责地企合作的组织领导工作。在区项目服务和经济发

展局增设地企合作处，具体负责地企合作事项的协调、推进、

考核、信息交流等工作，与市国资委央（省）企办对接。

（二）明确工作职责。各责任领导要充分认识加快推进

地企合作对我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要认真研究目标单位

情况，在建立经常性沟通交流机制的基础上广泛收集合作信

息，精心谋划合作项目，积极推动项目落地，悉心服务项目

建设。项目服务和经济发展局地企合作处负责全区地企合作

的日常联络协调推进工作，建立工作群，对各单位、人员拜

访交流中的信息及时通报，打破内部信息壁垒。

（三）建立每月联席会议制度。建立由管委会主要领导、

联系领导和责任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会议每个月召开一

次，听取各分包领导关于项目洽谈、项目落地进展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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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安排阶段性对接工作任务，协调解决合作对接中的重大

事项。

（四）建立考核制度。每半年进行一次考核，考核结果

报送区组织人事和社会保障局，纳入全区绩效考核体系。各

分包单位应建立工作台账，每双月报送工作情况。（见附件

2）

附件：1.地企合作领导分工及责任目标表

2.地企合作联系台账



附件 1

地企合作联系领导及责任目标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协调

领导
联络员 2016 年度主要工作

实际完成情况
实际

得分谋划

项目

落地

项目

科技成

果转化

1 中船重工第七二五研究所 马志强 谢兴民 谋划项目，并促成项目落地

2 中车集团洛阳公司 马志强 郭 震 谋划项目，并促成项目落地

3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张尚君 张 锋
推进洛政制药厂项目进展；

谋划其它项目，并促成项目落地

4 河南科技大学 张尚君 李宏节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大学生创业项目进

区，牵头组建全市科研院所科研处长联盟

5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孟建国 马 鹏

促使空导院民品集团项目落户我区；在我区

设立企业众创空间或者孵化基地；谋划其它

项目，并促成项目落地

6
机械工业第四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陈颖颖 王智勇

推进中汽工程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及涂

装装备研发生产项目建设进度；谋划其它项

目，并促成项目落地

7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陈颖颖 张 锋 谋划项目，并促成项目落地

8 洛阳 LYC 轴承有限公司 梁洪 王智勇
谋划项目，并促成项目落地；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9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王 进 郭 震

推进凯胜集团玻璃深加工项目三季度前签

约，年内落地；推动建立洛玻集团研发大楼；

谋划其它项目，并促成项目落地

10 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 进 王智勇
谋划项目，跟踪科研中心落地；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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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

有限公司
姚占峰 郭 震

对接科研项目及成果落地；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

12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姚占峰 郭 震
谋划项目，并促成项目落地；推进中科科技

园、募投项目尽快开工

13 洛阳理工学院 郭建龙 李宏节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14 洛阳师范学院 郭建龙 张丹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15 顺风国际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张 弟 王海峰
推进尚德 1.2GW 电池及组件项目落地；谋

划其它项目，并促成项目落地

16 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 张 弟 谢兴民
推进中航锂电三期项目建设进度；谋划其它

项目，并促成项目落地

17 中信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黄丁丁 常 鸣 谋划项目，并促成项目落地

18 洛阳有色金属加工设计研究院 黄丁丁 曲春生 谋划项目，并促成项目落地

19 中航工业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 黄丁丁 赵清波
谋划项目，并促成项目落地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20 河南柴油机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吴显增 郭 震 谋划项目，并促成项目落地

21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吴显增 胡 敏
保证现有统计系统不变，跟踪新项目落地；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22 中铝洛阳铜业有限公司 吴显增 张 锋
跟踪铜精加工、铜箔加工项目，并促成项目

落地

23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郑朝晖 徐为民
推进国家实验室纳入高新区管理，服务新办

企业落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24 中机十院洛阳分院 郑朝晖 梁瑞丽
谋划项目，并促成项目落地；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填报说明：

1、每一项谋划项目记 3分，每一项实际落地项目记 20分，每一项科技成果转化记 5分。

2、谋划项目及落地项目可以是新设立企业、新上建设项目、设立孵化器、设立众创空间、设立科技平台等。

3、科技成果转化可以是专利转移、成果转移、人才引进（包括专、兼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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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单位地企合作联系台账（ 月）
序

号
单位名称 协调领导 拜访时间 洽谈内容（10 分） 拟合作项目（10 分） 得分

填表说明：

1、“拜访时间”按每月领导拜访企业时间填写，“洽谈内容”填写拜访企业领导及企业接见人员职务、名字和洽谈的主要内容，同

时报送洽谈时的照片，“拟合作项目”填写企业正在谋划的项目主要内容或谋划的转移技术成果主要内容。填报内容充实、完善得满分。

内容不完善扣 2分，未提供照片扣 2分。

2、填表同时，报送每次拜访洽谈的文字材料，未按时上报扣除 2分。

3、此表报送时间为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五，按实际情况予以评分。全年总分 60分，8月、10月、12月底各报送一次，每次满分为

20分。一次未按时上报扣除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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