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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高新区
枫杨园区运营中心获悉，截至 8
月 8 日，该园区市场主体存量
23327户，其中企业 16898户，较
2021年底净增 3037户。这要得
益于该园区今年实施的“激活
力、强动力、促倍增”市场主体培
育工程。

优化流程，激发市场活力。
园区从提升市场主体准入效率、
降低市场准入成本等方面入手，
破解当前小微企业发展过程中
“急难愁盼”问题，全力支持市场
主体平稳健康发展。连同市场
监管、税局等部门，对辖区有需
求的企业集中办理相关手续，切
实降低创业准入的制度性成本，
减轻企业负担，持续激发市场活
力，加快市场主体新增速度。

深挖细排，形成新增长点。
对四大行业企业进行全口径排
查，锚定重点企业进行组织培
育，形成“四上”企业新的增长
点。今年上半年，全区企业新增
上规入统8家。

精准发力，高位推进抓倍
增。把高质量发展战略和“万人
助万企”活动深度融合，积极营
造最优营商环境，全力推动重点
企业稳产达效，创造条件培育企
业实现“四转”。今年以来，园区
已实现鸿达娱乐1家“个转企”，8
家“小升规”，鑫安利、沃特节能、
格威特、信源信息等 4家“股上
市”（目前在河南证监局进行辅
导备案，积极推进上市工作）。

优化服务，助企纾困促发
展。加快落实国家、省市区有关
助企纾困相关政策，全力破解市
场主体“痛点”“堵点”“难点”，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

目前，园区97家企业已获批
“专精特新”，其中10家企业获批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33家
企业已申请“瞪羚独角兽”，47家
企业列入“四保”白名单，确保应
急状态下白名单企业稳定生产，
确保不停工不停产不停运，稳住
经济运行基本面。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苗辉

本报讯 创新引领，创业筑
梦。第十一届中国创新创业
大赛河南赛区暨第十四届河
南省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于 8月
24 日~25 日在郑州高新区举
办。经过初赛、复赛层层选拔
出的 200家决赛企业将角逐本
届大赛最终冠军，瓜分千万奖
金，争夺国赛“入场券”。

据了解，本届大赛由河南
省科技厅主办，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财政厅、共青团省委、河
南省工商联、河南欧美同学会
（河南留学人员联谊会）联办，
郑州高新区管委会、河南省国
家大学科技园、郑州高新区大
学科技园、郑州高新区创业中
心等单位承办，河南省科技投
资有限公司提供特别支持。本
届大赛共设立奖金近 2000万

元，配套有中高级职称加分、金
融对接等 10余项支持政策，吸
引了我省 2659家企业报名，创
下历届大赛报名参赛企业数量
之最。

据悉，本次决赛分为初创
组和成长组分别进行评审，均
采用“8+5”模式进行答辩评选，
即参赛选手PPT路演8分钟，评
委提问5分钟。从初赛、复赛中
脱颖而出的 42个初创组、158
个成长组项目晋级决赛。按照
国家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分配给
河南赛区晋级全国行业赛名额
要求，将根据决赛时企业得分
排名，拟推荐初创组前17名，成
长组前 48名，共计 65名进入全
国总决赛的企业名单。

为保证决赛高质量进行，
大赛组委会邀请了多家知名投

资机构负责人来担任本次决赛
评委，他们将以专业的眼光、严
谨的态度从“技术和产品”“商
业模式及实施方案”“市场及竞
品”“财务分析”等方面审慎评
判每个参赛项目。

据了解，本次决赛初创组、
成长组各产生等次奖及优秀
奖。同时，省大赛组委会将按
照国家大赛组委会分配给予河
南赛区晋级全国行业赛的名额
要求，并根据决赛企业得分排
名，评选出进入全国总决赛各
行业赛的企业名单。

为了让更多的人领略赛事
风采，本次大赛决赛将进行全
程网络直播。
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通讯员 孟丽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郑州
高新区创新发展局了解到，国
家知识产权局官网 8月 15日发
布“关于国家级知识产权强国
建设示范园区评定结果的公
示”，郑州高新区成功上榜，系
全省唯一。

去年 12月，国家知识产权
局发布《关于面向城市、县域、
园区开展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试
点示范工作的通知》，对标强国
建设标准，面向城市、县域、园
区组织开展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试点示范评定工作，旨在发挥
联动作用，集聚各方面优势资
源，共同打造知识产权强国建
设第一方阵，为加快建设知识
产权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经地方单位申报、省局推
荐、专家评审，全国共有22个园
区被评为国家级知识产权强国
建设示范园区。郑州高新区持
续实施知识产权强区战略，知
识产权工作成为高新区的四大
优势之一。“十三五”期间，郑州
高新区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创
造、保护、运用工作，不断创新
知识产权支持措施，全区创新
主体创新踊跃，知识产权发展
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2016
年至 2020年，郑州高新区中国
专利奖数量由 8个增至 21个，
增长 163%，增加量占河南省的
18.8%、郑州市的41.9%；国家知

识产权强企数量由 1家增至 13
家，增长12倍，增加量占河南省
的 12.9%、郑州市的 38.7%；河
南省知识产权强企 37家，占河
南省 10.6%、郑州市 42%；年专
利申请量由 10501 件增长至
16284件，增长 55.1%；年专利
授权量由 3661件增长至 10217
件，增长 179%。全省率先建立
“知识产权大数据运营平台”，
为企业提供“线上+线下”综合
知识产权服务交易；率先成立
“郑州高新知识产权运营基
金”，首期基金规模 2亿元，5年
间创新主体获专利质押融资累
计超过 2.2亿元，有效缓解了专
利企业融资难问题。高新区陆
续获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园
区、国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
点地区、河南省专利导航产业
发展实验区。近两年，高新区
新获河南省首批专利导航服务
基地、河南省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入园惠企产业园区。

近两年，高新区知识产权
工作保持持续高质量发展态
势。2021年，新增河南省知识
产权强企 17家，总量占全省
10.5%、全市40.9%；发明专利授
权 1629 件，同比增长 49.9%；
PCT专利申请量 43件，同比增
长95.5%；高价值发明专利量拥
有量达 2435 件，占郑州市
30.1%；累计获中国专利奖 29

个，累计培育高价值专利培育
中心 5家，高价值专利组合 9
个。2022年1月至6月，郑州高
新区专利授权 6347件，同比增
长 3.2%，其中发明专利 1043
件，同比增长 31.7%。截至目
前，专利申请量连续 6年破万
件，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
持续保持全市领先，万人有效
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140件，全
国领先。知识产权基金围绕新
材料、军工与信息安全、新能
源、大健康等新兴行业进行上
下游投资布局，已投项目 6
个，累计投资 1.4亿元，撬动社
会资本超过 24亿元。2021郑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
巡回法庭和郑州市知识产权
维权保护工作站共同落户高
新区，高新区与河南省知识产
权事务中心签订协议共建国
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
中心河南分中心。

“十四五”期间，郑州高新
区将全面提升知识产权运营服
务体系，深化知识产权战略布
局，打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
的知识产权营商环境，以高质
量的知识产权工作增强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实力，
助力河南省创新高地建设和郑
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杨晴 吴宸

全省唯一！

高新区入选国家级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园区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赛区决赛今起开赛

200家企业争夺65张国赛“入场券”

本报讯 近日，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公布了 2021年度优秀国
产电视动画片评审结果，《延安
童谣》获评2021年度优秀国产电
视动画片。该作品以庆祝建党
百年为主题，由郑州高新区企业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约克动漫）制作，央
视动漫集团等单位联合出品。

据悉，2020年下半年，约克
动漫通过投标的方式竞得《延安
童谣》的制作标的，公司创意团
队专程到延安采风，了解历史背
景，最大限度还原人物的服装、
日常生活用品等，力求更好地展
现延安风貌。经过专业团队半
年多夜以继日地工作，最终顺利
完成全部剧集的制作。

《延安童谣》从孩子的视角
出发，在日常点滴中穿插陕北童
谣和革命歌曲，展示了中国共产
党来到延安后给人民生活带来
翻天覆地的变化，体现了党和人
民之间的鱼水情深以及党领导
人民统一抗战救国救民的伟大
意义。该片在央视少儿频道播
出后反响热烈。

约克动漫作为高新区文创
产业领军企业，长期致力于向海
外市场推广蕴含中国传统文化
的动漫产品，累计制作出口电视
动画片 25部，累计创汇 4000多
万美元，作品推广发行至30个国
家及地区，连续 10年获评“国家
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匡小勇

高新区企业约克动漫作品《延安童谣》
获评2021年度优秀国产电视动画片

激活力 强动力 促倍增
枫杨园区今年新增市场主体3037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