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储能技术是开启新能源时代的
金钥匙。当前，储能产业正风生水起。
位于伊滨区的洛阳储变电系统有限
公司研发的“超高倍率专用电芯”，超
高功率特性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我们创新性设计了一体成型椭
圆形式盖板组件，并采用正负极纳米
级导电网络构建和微米级孔隙结构
控制技术。目前，这款电芯是国内唯
一持续 75C、脉冲 125C 量产的大容
量产品。”洛阳储变电系统有限公司

总设计师怀永建博士介绍。
把创新落到产业上，把产业落到

风口上。
在抢抓风口机遇过程中，伊滨区

立足市委、市政府赋予伊滨科技城新
的发展定位，通过深入分析研究，把目
光瞄准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
源三大主导产业，同步打造电子显示
材料、光电元器件、智慧物联、新能源
动力电池、储能与氢能五大产业集群，
着力做大产业规模，形成集聚效应，为

伊滨科技城发展增添新的动能。
聚焦新材料与智能装备领域，龙

门实验室总部基地落户伊滨区可以
说是一场科技与产业的“双向奔赴”。
目前，该区已组建工作专班，高效推
进总部基地建设各项前期工作，及时
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在“全力打造引领产业发展的重
大科技创新平台”道路上，伊滨区正
在携手龙门实验室，乘“风”而上打造
科技创新高地。

抢抓风口产业 打造创新高地1

实时监测、调度十几万台智能农
机……由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打
造的“农机云平台”，今年“三夏”期间
大显身手，受到央视关注。这个集农
机管理、在线调度、补贴发放、机手服
务等功能于一体的“智慧大脑”，能够
提升全省农机生产作业及全生命周
期管理的现代化水平，解决一系列农
机精细化管理的共性问题。

这也是继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
心发布国内首台“5G+氢燃料”电动
拖拉机后的又一创新成果。

企业是最活跃的创新主体。为

给企业营造良好创新发展环境，该
区一方面与市科技局建立会商机
制，围绕科技城建设、创新主体平台
扩量提质、创新人才引育、成果转化
提升等方面定期开展沟通协商，协
调解决重大科技需求；另一方面，深
入实施创新主体、创新平台“双倍
增”行动，推动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
动全覆盖，持续推进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同时，该区深入开展“万人助
万企”活动，积极落实各种科技创新
政策、组织企业申报各类科技项目
等措施，让高素质的创新主体不断

成长涌现、高层次的创新平台持续
落地发力。

截至目前，该区高新技术培育库
企业达 40 家，创新平台培育库企业
达 37 家，新增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73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
覆盖率超过50%，技术合同交易额达
4.3亿元，申报2021年度省级创新平
台企业 7 家，洛阳师范学院、洛阳职
业技术学院、市委党校等已申报洛阳
市公益性科技专项项目，兰迪玻璃、
凯盛信息显示等企业正在申报2022
年度市级中试基地。

优化发展环境 激活创新主体2

随着大量产业项目进驻、科技创新平台
落地及城市提质、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伊滨区
对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信贷的需求日益
旺盛。探索金融创新、提升服务质效，成为伊
滨区全面寻求金融转型和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的突破口。

日前，伊滨区在全市各县区率先推出“科
创贷”风险补偿机制，印发《“科创贷”风险补
偿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着力发挥财政资金
引领和杠杆作用，撬动银行授信额度并加大
贷款风险补偿力度，为全区企业拓宽了融资
途径、降低了融资成本。

“‘科创贷’风险补偿资金池首期资金
2000万元，用于补偿合作银行向区内科技中
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发生的贷款本金等风险损
失。”该区科技创新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同时，
该区还拿出1000万元风险补偿基金，支持农
行为区内农户、脱贫户、监测户、小微企业提
供贷款支持；积极开展银企对接活动，协调解
决洛阳安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流动
资金200万元至500万元；推行“政采贷”，成功
助东之信、鑫鼎、星原3家企业分别获取200万
元、180万元、800万元贷款；“快、准、稳”落实
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累计为224户纳税
人办理增值税留抵退税4.47亿元……

“当前，伊滨区正加紧推进基金小镇项
目，以加快优质资本集聚，全力打造‘金融生态
圈’，推动伊滨区乃至全市基金行业高质量创
新发展，为全市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该
区党工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创新之光，照亮高质量发展之路。伊滨区
正以创新为第一动力，扭住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加快推动伊滨科技城建设起势见效。（张晓晨）

提升服务质效
推动金融创新3

在伊滨
作为省委、省政府支持洛阳打造的重

大创新平台，龙门实验室总部基地落户伊

滨区，为伊滨科技城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作为全省农业全程机械化云管理服

务平台，由位于伊滨区的国家农机装备创

新中心打造的“农机云平台”以智能化、信

息化服务助力“三夏”，受到央视关注。

作为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

认定的首批真空玻璃生产企业，地处伊滨

区的洛阳兰迪玻璃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成

功研发2.5毫米平弯玻璃钢化设备及钢

化真空玻璃“兰迪V玻”，成为真空玻璃的

行业翘楚。

…………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作为引

领洛阳创新发展的“主引擎”，伊滨区积极

落实市委提出的“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在

更高层面打造伊滨科技城”要求，通过“打

造创新高地、激活创新主体、推动金融创

新”三力齐发，着力激活创新第一动力，让

创新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推动伊

滨科技城乘风破浪、逐梦前行！

发力打造“青春之城 活力之都”城市IP，打出吸引青年人才组合拳

珠海这样建设
青年友好型城市

本报讯 （洛报融媒记者 李雅
君）展千古汉韵，扬时代新风。洛阳
第三届汉文化节暨“汉酱杯”大型汉
式集体婚典将于 25 日、26 日在应天
门北广场举行，届时将免费为30对新
人举办汉式婚典，开展国风雅乐演
出、汉服相亲会等活动。

此次活动由团市委、市妇联、洛阳
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洛阳文化旅游投资
集团协办，洛阳晚报、洛阳隋唐城运营
公司、洛阳华礼礼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
洛阳洛百烟酒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活动将还原汉式婚典流程，婚典
布置充满汉文化元素，所用的几案、
铜盆、汉盘、葫芦杯等道具均为专门
定制的。新人着汉服、婚典循古礼、
仪式遵古法……活动旨在带领参与
人员沉浸式体验传统婚俗文化，倡导
健康文明、简约适度的婚俗礼仪。

此外，此次活动还将举办国风雅
乐演出、汉服相亲会等，为我市广大
青年提供休闲交友平台，助力青年友
好型城市建设，帮助青年人才解决婚
恋交友问题。本次活动期间，现场将
持续开展投壶、编钟、古琴等有趣的
汉文化体验项目，向广大市民展现汉
风汉韵。

活动还将为我市广大青年提供休闲交友平台

洛阳第三届汉文化节暨“汉酱杯”
大型汉式集体婚典本周双休日举行

展千古汉韵 扬时代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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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打造“青春之城 活力之都”城市
IP，是珠海喊出的口号。

日前，洛阳市考察团到珠海考察期间，
先后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中海富华里、
珠海城市阳台、梅华城市花园等地，察看创
新创业平台建设、特色商业综合体规划建
设、年轻化业态引进、社区体育公园建设运
营等情况。

近年来，珠海加快建设青年友好型城
市，不断健全青年人才引进培养机制，着力
提升青年服务水平，以便捷交通网络吸引
青年、以千亿产业集群会聚青年、以重大发
展平台留住青年，聚集了大批年轻人才。
在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方面，珠海有不少
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来到珠海，就是珠海人。这是珠海着
力塑造的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

进入新时代以来，珠海把发展经济的
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加快构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
能源、新材料、高端打印设备等五大千亿级
规模的风口产业集群，全力做大做强产业。

同时，珠海充分运用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等重大平台，加快打造横琴·澳门青年
创业谷，设立港澳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吸引
更多澳门青年来珠学习、就业、生活，促进
珠澳青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为青年开拓创新厚植土壤。

去年以来，珠海与澳门青联建立常态
化、制度化联系机制，推广建设“大湾区青
年家园”，完善信息咨询、个案支援、成长发
展等“一条龙”服务体系，为港澳青年来珠
实习就业和创新创业“搭台搭梯”。

对人才的尊重、对产业的谋划、对营商
环境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今天的
珠海。珠海不断健全人才引进培养机制，
着力提升人才服务水平，以便捷交通网络
吸引人才、以千亿级产业集群会聚人才、以
重大发展平台留住人才。

据统计，近5年来，珠海新增常住人口
数量仅次于深圳，居广东第二位。珠海高
端人才总量已位居广东省地级市前列。

考察期间，珠海相关负责同志在介绍时，多次提
出同一个观点：珠海一直在努力做一个“新时代懂青
年人的城市”。

在他们看来，除了提供高薪和干事业的平台、解
决住房问题，完善的城市生活功能设施、安心创业的
舒适环境等，也是吸引青年落户的重要因素之一。

考察中，珠海城市中的精致设计、颇具吸引力的
业态和街区等项目也令人印象深刻。

香炉湾城市阳台，位于珠海市情侣中路，紧临海
滨公园、珠海渔女等地标。夜幕降临，“山、海、城”一
体的风貌元素、叠层设计的建筑景观、外形时尚的
人行天桥、备受青年欢迎的潮玩业态……只要来到
这里，就能感受依山傍水、面朝大海的惬意，自然备
受青年人欢迎。开业后，这个集观光休闲、时尚购
物等功能于一体的项目，短时间内就成为珠海的

“网红打卡地”。
同样，2015年亮相的中海富华里，始终坚持“高

品质”思路，以其独特的街区式购物中心的建筑形
态，为顾客创造更时尚的逛街体验。引入乐高、喜
茶、上海小南国、太二酸菜鱼、叁色、港岛冰室等品
牌的珠海“首店”后，越来越多的年轻白领喜欢来到
中海富华里，推动整个商圈及周边年轻群体购物需
求和消费潜力迅速增长，吸引了大批年轻潮人消
费、打卡，使其成为华南地区“街头·潮不息”街区式
商业的标杆。

在珠海梅华城市花园，在绿树和草坪掩映下，社
区体育公园与书吧、咖啡吧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但
这里最受欢迎的，是专为市民打造的一片生态菜园，
菜园每年通过抽签由市民承包，让更多珠海市民和孩
子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亲近大自然。

活动内容及时间

●汉式集体婚典

25日19:00—20:30
组织 30 对新人沉浸

式体验汉式婚典流程，并
乘坐观光大巴游览洛阳
多处景点。

●国风雅乐演出

25日20:30—21：30
埙、古筝、古琴、笛、

箫等器乐演奏。

●着汉服行饮酒礼

26日8:30—9:00
邀请汉服爱好者着

汉服行古代饮酒礼，沉浸
式体验汉文化。

●汉服相亲会

26日19:00—21:00
邀请全市各企事业单

位23岁至30岁单身青年
约60人，着汉服参与投壶、
成语接龙等游戏，在轻松
愉悦的气氛中交友互动。

去年，珠海发布了青年人才系列政策，包括“来、居、
业、学、乐、留”等方面，致力于打造青年人才“引育留用”全
链条全过程全方位服务体系，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

——来无忧：为求职青年提供7天免费食宿

珠海聚焦青年人才吸引力，围绕“人才峰会”“领
航计划”“归雁计划”等，打造不少“暖心驿站”，为创新
创业各类人才及求职青年提供7天免费就餐、免费住
宿服务。

——居无忧：免费入住200平方米人才房

主要满足青年人才租房、住房需求而推出的系列
政策，涵盖“住房奖补”、安居保障“零等待”计划、人才
安居政策“领跑计划”“人才友好示范社区建设计划”

“智慧样板城市建设计划”等内容，符合条件的顶尖人
才可免费入住200平方米人才住房，新引进人才可享
受租房、住房补贴。

——业无忧：“1元进驻、拎包创业”

珠海围绕青年人才岗位、资金、平台、项目等人才
发展核心需求，开展“1元创业空间”提质扩面专项行
动，全流程服务港澳青年人才“1元进驻、拎包创业”。

——学无忧：不脱产求学均有补贴

珠海围绕城市乐学氛围的营造，打造学习型城

市，支持重点产业青年人才“不脱产、不离岗”提升学
历继续深造，对专业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青年人才按
博士、硕士、学士三类每年给予一定的学费补助。

——乐无忧：打造“青春不夜城”

珠海围绕青年人才的文化休闲需求，打造富有青
春活力的消费娱乐新场景，针对青年人才“疯狂工作
疯狂玩乐”需求推出系列措施，涵盖“青春不夜城”“文
娱新IP”等内容，让城市更具青春活力。

——留无忧：“上管老、下管小”暖心服务

珠海围绕全面提升未来科技城人才民生配套，以
“上管老、下管小”暖心服务切实解除青年人才的后顾
之忧，加快构建“步行上小学、骑行上中学”的学校布
局，探索在公办学校设立港澳青年人才子女班等特色
班级，聚焦建设名医院、名诊所，引进培育名医（名
科），不断提升卫生服务水平。

数据显示，目前珠海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仅为34.8
岁，18岁至35岁的常住青年人数占全市人口比重的
35%，该市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青春之城”。

珠海的实践证明，打造“胶原蛋白满满”的青年友
好型城市，既要靠产业、平台吸引青年，又要靠完善的
公共服务、消费业态等留住青年；既要有“烟火气”，又
要有“时尚范”。

洛报融媒记者 李东慧 文/图

看业态
借力大湾区发展机遇，
风口产业吸引人才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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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看城市 国际范、时尚范，做懂青年人的城市

03 看政策 打造青年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服务体系

珠海城市阳台夜景珠海城市阳台夜景

珠海梅华城市花园一角珠海梅华城市花园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