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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驻马店市“十四五”招商引资和

承接产业转移规划》的通知

驻政〔2022〕35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驻马店市“十四五”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规划》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组织实施。

2022年 4月 19日

驻马店市“十四五”招商引资和

承接产业转移规划

一、规划基础及面临形势

（一）“十三五”主要成绩。“十三五”期间，

全市坚定实施开放带动战略，着力创新体制机

制、拓展模式平台、精准招大引强、优化投资环

境，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工作不断取得新成

效，对全市经济增长、财税增收、就业扩大和人

民生活改善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为赶超跨越发

展增添了新动能。

——不断加强顶层设计。成立专业招商机

构，2019 年 1 月在全省率先成立招商投资促进

局，作为市政府工作部门，强化招商引资职能，

统筹协调推进全市招商引资工作。成立了全市招

商引资工作、承接产业转移工作领导小组，建立

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解决重点工作、重大事

项，高效推进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工作。出

台《驻马店市招商引资工作行动计划》《驻马店

市招商引资促进政策》《关于进一步加强招商引

资工作的意见》《驻马店市招商引资工作考评奖

惩方案》等文件，统筹指导招商引资工作高效开

展。成立了市政府驻上海、深圳联络中心，编制

了产业链招商图谱，发布了全省首个招商合作

“热力图”（即投资考察线路图、投资载体导引

图、投资用地明白图、投资合作机会图），建立

了招商投资促进网站，推进新时代招商引资工

作。加强招商引资全过程监督管理，建立了“周

动态、月通报排名、双月集中签约、季度督导、

年终考评”制度，传导压力，收到了良好效果。

——招引承接规模持续壮大。“十三五”期

间，全市实际到位省外资金 1449.3亿元，年均增

长 6.31%，增幅始终保持全省前两位；实际到位

市外资金 3159.58 亿元，年均增长 9.77%，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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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全市工业和信息化

领域承接产业转移实际到位省外资金 1194亿元。

全市共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1186 个，合同总投资

8034.19 亿元。签约落地的重大项目有：伊利集

团示范性牧场和智能化乳制品加工厂项目、玉锋

集团大健康生物产业园项目、泰普森国际户外休

闲产业园项目、永强户外休闲产业园项目、今麦

郎未来方便面和休闲食品产业园项目、鲁花集团

花生油加工项目、君乐宝乳业项目、鹏辉能源绿

色动力电池产业园项目、筑友集团驻马店绿色建

筑科技园项目、中国长城（驻马店）网信产业基

地项目、克明面业五谷道场鲜湿面项目、五得利

面粉生产项目、丰树集团现代物流园项目、准时

达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等。

——招引活动高水平举办。“十三五”期间，

我市成功举办多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

洽谈会、中国（驻马店）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

专题推介会，以及第十三届豫商大会、央企省管

企业对接合作会、国内 500强企业走进驻马店、

中国复合调味料及香辛料产业（驻马店）峰会、

建筑防水产业大会等各具特色的招商引资和承

接产业转移活动。《驻马店市突出大员招商奏响

招商引资加快发展最强音》这一经验做法，在

2020年度省政府集中督查时，受到通报表扬。中

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是全国农产品

加工业发展、技术合作交流的“风向标”会议，

已成为我市招商引资、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

——产业集群效应明显提升。招商引资和承

接产业转移平台进一步完善，“十三五”期间，

11个产业集聚区建成区面积 135.2平方公里，入

驻企业 1892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745家。

通过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实施产业“链长

制”，大力引进延链补链强链项目，全市形成了

食品加工、装备制造、轻纺、生物医药、能源化

工、户外休闲用品、建筑防水、电动自行车、畜

牧机械等特色主导产业，打造了食品加工千亿级

产业集群。

同时，我市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工作也

面临一些问题。一是招大引强效果还不够明显。

全市新签约的项目中，还缺乏投资规模大、税收

高、带动能力强、辐射作用大的龙头型项目。二

是要素保障存在一定制约。部分项目落地难、开

工难等问题依然存在，有的县区在土地、规划、

环评、审批核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仍没有得到

有效解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项目的落地开工建

设。三是专业化水平有待提升。县区在不同程度

上普遍缺少具有国际视野、懂得国际经贸规则、

懂经济和产业、能够熟练掌握外语的专业队伍，

需要进一步加大培训力度，招商模式、手段还有

待改进创新。四是承接产业技术含量低。承接的

项目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原料和销售完全

依靠外地，为典型的代工企业，没有形成产业链

条，产品高新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低，对促进本地

产业升级作用有限。五是服务水平不够高。个别

部门行政审批的效率和精细化程度不够高，“一

网通办”和“最多跑一次”实现率不高，服务不

够到位，容易出现“中梗阻”“末端神经不畅”

现象。

（二）“十四五”面临的形势。“十四五”时

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市

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

生深刻复杂变化，整体上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

期。

发展机遇。从国际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

代主题，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

作、互利共赢仍是长期趋势，共建“一带一路”

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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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生效实施，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

续提升；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不断涌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加快发

展，为实现换道领跑带来新机遇。从国内看，我

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

展阶段，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我国正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

大，高质量商品和服务需求不断升级，超大市场

规模对跨国公司“磁吸力”与日俱增；全面深化

改革和制度型开放向纵深推进，更好利用国际国

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从河南省来看，促进中部

地区崛起、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战略机遇以及我省多领域战略平台的叠加效应

持续显现；河南一亿人口大市场、连接东西贯通

南北大枢纽、“四条丝路”大通道的地位更为凸

显，人力资源丰富、产业配套齐备、粮食贡献突

出、城镇化潜力巨大的支撑作用更为凸显，人力

资本、内需体系、流通经济、有效供给等新优势

正在形成，打造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支点、国内国

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的基础、位势持续提升。从

驻马店自身看，我市发展位势进入强化期，改革

创新进入加速突破期，对外开放进入快速跃升

期，工业化城镇化进入深化提质期，治理体系进

入现代化转型变革期；随着淮河生态经济带建

设、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乡村振兴等战略

的实施，给我市带来了难得的机遇。近年来，全

市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等指标增速位居全省前列，经济社会发展呈现

良好态势，同时我市区位、人口、农业、生态等

优势凸显，为“十四五”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

移奠定了坚实基础。

面临挑战。从国际看，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交织影响，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经济

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蔓延，跨国投资持续低迷；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面临重塑，跨国公司产业布局面临重构，

本土化、区域化、多元化趋势加强。从国内看，

投资收益与风险控制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互联

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变革加剧了行业竞争，投资

人市场信心不足，民间资本活跃度不高；为应对

疫情冲击、稳投资促增长，各地纷纷出台新举措，

加大工作力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争取龙

头企业、重点项目落户，区域间招商引资和承接

产业转移的竞争日趋激烈。从河南省看，土地、

资源等要素供求关系趋紧，成本持续攀升，技术、

人才等要素仍然匮乏，对高端外资的吸引力不

强。从驻马店自身看，工业化建设起步较晚、基

础差，底子薄、总量小，新兴产业规模较小，产

业上下游及关联产业发展还不完整，产业核心竞

争力不强，给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带来一定

压力。

综合研判，“十四五”时期，我市招商引资

和承接产业转移工作仍处于可大有作为的重要

机遇期，要科学把握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的

规律，积极面对新发展阶段的要求，努力在危机

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奋力谱写招商引资

和承接产业转移的新篇章。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

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

开放重要论述及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

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第五次党代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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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国际贸易投资

规则新变化、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坚定不移贯

彻新发展理念，紧抓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机遇、

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政策机遇、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历史机遇，锚定“两

个确保”和“六个现代化驻马店”建设目标，牢

固树立“项目为王”工作导向，以形成高质量发

展新动能和提升产业竞争力为主题，突出重点产

业领域、方式方法创新、平台载体支撑、营商环

境保障，加快推进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奋

力打造区域性中心城市、交通枢纽城市、物流枢

纽城市、“国际农都”、“中国药谷”，为全面实施

“十大战略”提供强大动力和战略支撑。

（二）基本原则

——坚持党政引领，统筹推进。充分发挥党

政主要领导在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工作中

的关键作用，主动联系对接企业，引进优质项目。

加强统筹谋划，强化协调推进，相关部门管行业、

管招商，发挥各自优势，加大联合招商工作力度，

形成工作合力，做好全方位要素保障和服务，加

快推动项目落地。

——坚持壮大规模，提升质量。进一步优化

招商引资结构，更加注重招商引资的质量和效

益，注重引进投资规模大、税收贡献强、成长性

好的产业项目，强化招商引资对固定资产投资、

工业增加值、税收、新增就业等的贡献。重点引

进战略新兴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强化现代服

务业、现代农业招商引资。

——坚持招大引强，扶小众创。着力招大引

强，重点引进国内外 500强，以及大型央企、国

企、上市企业、行业龙头企业等战略投资者，吸

引其在驻设立企业总部、区域总部和研发、结算、

物流等重要功能性机构。依托国家大学科技园、

科技企业孵化器等载体，吸引一批主营业务突

出、竞争力强、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

——坚持双招双引，培育动能。促进招商引

资与招才引智有机融合，瞄准前沿科技和新兴产

业，吸引与中高端项目相关联的高层次人才、技

术、品牌，大力引进高端人才、优秀团队和先进

管理理念，实现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的同频共

振、一体推进，不断提高招商引资企业创新能力

和核心竞争力。

——坚持绿色招商，低碳转型。牢固树立绿色

招商理念，坚持绿色招商方向，推进实现减污降碳、

绿色发展。坚持底线思维，摒弃“挖到篮子就是菜”

的思想，把好项目质量关，将“三线一单”成果应

用到项目准入。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建立

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三）发展目标。到 2025 年，全市招商引

资和承接产业转移规模总量再上新台阶，质量效

益再上新水平，平台载体实现新提升，产业集群

取得新成效，对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

战略”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规模总量再上新台阶。全市实际引进省

外资金年均增长 3.5%、市外资金年均增长 5%左

右，分别达到 386.4 亿元和 892.3 亿元，实际到

位省外资金增速位居全省第一方阵。

——质量效益再上新水平。招商引资和承接

产业转移项目合同履约率、项目开工率、资金到

位率和竣工投产率逐年提高，对经济增长、产业

发展、财税增收和人才引进的贡献度进一步增

强。招大引强、招强引优取得新突破，引进一批

“三类 500强”、行业龙头、上市公司、产业链

关键环节企业和项目，引进投资额 10 亿元以上

项目不少于 300个。

——平台载体实现新提升。加快申建保税物

流中心（B 型），积极申建中国（河南）自由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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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试验区驻马店开放创新联动发展区、中国（驻

马店）农业企业跨境小额贸易和个人零售进口试

点平台。深化开发区改革，全面推行“三化三制”

“管委会+公司”改革；支持符合条件的开发区

申报与主体功能相匹配的省级开发区，支持现有

的省级开发区晋升国家级。

——产业集群取得新成效。围绕加快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通过引进一批龙头型、基地型项目，打

造一批优势产业集群，增强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

移对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到 2025年，进一

步壮大食品加工千亿级产业集群，加快形成生物医

药 500亿级，装备制造、服装制鞋 300亿级，现代

化工、绿色建材 200亿级和节能环保、户外休闲、

新能源电动车 3个百亿级特色产业集群。

（四）空间布局。根据《驻马店市城市总体

规划（2018—2035）》提出的城市性质、城市职

能及产业发展方向，本着产业集聚、功能集合、

协同发展的原则，重点打造“一核、两带、一轴、

多点”的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发展格局，推

动我市产业高效、有序发展。

——强化“一核”引领。打造中心城区—遂

—汝—确核心增长极。以现状开发区为空间载

体，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食品制造、高端专

用车制造、汽车零部件制造、生物医药、现代商

贸物流、绿色建筑建材、渔业生产、涉农机械制

造等产业。驿城区重点发展装备制造、生活性服

务业，打造宜居宜业新驿城；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重点发展高端商务、会展经济、健康养生等现代

服务业，建设生态新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重点发展生物医药、绿色化工、新材料等先进制

造业，打造创新驱动发展先进区，加快“中国药

谷”建设；经济开发区重点发展 5G、现代物流、

农产品加工、生产性服务业。加强遂平、汝南、

确山三县与中心城区的联系，合理分工、优化布

局，共同打造全市产业发展核心增长极。

——提升“两带”支撑。构建南北两大产业

发展带。北部产业发展带：以联动发展为出发点，

建立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依托骨架交通 G345，

打造串联西平县、上蔡县的北部产业发展带。南

部产业发展带：依托骨架交通 S38（新阳高速），

打造串联泌阳县、确山县、汝南县、平舆县、新

蔡县的南部产业发展带。

——推动“一轴”提速。畅通南北产业协同

和商贸物流发展轴。在加速形成“驻—遂—汝—

确”核心增长极、构建南北两大产业带的同时，

兼顾市域南北向的产业联合与协同，以驻遂一体

化为引擎点，借势拓展南北向产业发展空间，依

托淮内高速、京港澳高速、新阳高速、G107 和

在建的上罗高速、许信高速，构建串联正阳县、

汝南县、驿城区、遂平县、西平县的南北向产业

协同和商贸物流发展轴。

——推进“多点”协同。布局各县区特色产

业节点。依托各县区资源优势与现状产业基础，

以各县区开发区为载体，统筹优化市域产业格

局，制定适宜各县区发展的产业方向，积极推进

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培育各县区特色产业

节点。支持遂平县打造全国领先世界知名的食品

名县，泌阳县打造中国牛城、中国菌都，正阳县

打造中国花生之都；支持驿城区打造中国高端专

用车之都，西平县打造全国最大的畜牧机械装备

制造基地，汝南县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电动车

研发、制造和应用示范基地，新蔡县打造中原有

影响力的特种机械研发制造基地；支持确山县打

造中原绿色建材基地、中国提琴之乡，平舆县打

造中国建筑防水、皮革和户外休闲用品产业基

地，上蔡县打造中原鞋都。

三、聚焦重点产业和关键领域招引承接

围绕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实施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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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市战略，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重点，明晰重

点产业招商方向，通过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

移，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攻坚

战，在传统产业上高位嫁接，在新兴产业上抢滩

占先，在未来产业上前瞻布局，着力打造“国际

农都”“中国药谷、培育“九大产业集群”。

（一）提质发展传统产业。以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为方向，围绕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

轻工纺织、化工、建材、生物医药等传统支柱产

业，有针对性地开展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活

动，打造千亿级、百亿级产业集群。

1.装备制造产业。重点对接上海、浙江、江

苏、广东以及东莞、深圳、珠海、芜湖、柳州、

福州、厦门等省市，依托驿城区、确山县、汝南

县、西平县、正阳县等开发区，按照成长性最好、

竞争力最强、关联度最高的要求，突出发展专用

车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食品机械制造、

畜牧机械制造、农机装备制造、自动化养殖装备

等重点产业，扩大产业规模，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打造引领带动工业结构升级的核心力量。

专栏 1：装备制造产业重点对接企业

重点对接引进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三一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海天精工股份有

限公司、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沃得农业机械有限公司、潍柴雷沃国际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东风

农机集团有限公司、山东五征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风汽车零部件（集

团）有限公司、杭州中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金箭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山东曙岳车辆有限公司、黑龙江德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开沃新能源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久

保田农业机械(苏州)有限公司、上海纽荷兰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布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约

翰迪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企业。

2.食品加工产业。依托中国(驻马店)国际农

产品加工产业园，围绕打造“四基地一中心”发

展定位，着力招引一批农产品精深加工、高端食

品制造、食品机械装备制造企业，高标准打造“国

字头”园区。瞄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闽

东南等地区，积极对接上海、浙江、山东、河北

以及福州、泉州等省市，依托我市农业资源优势

和农产品加工产业基础，强化服务配套及关联产

业招商，壮大粮食、油料、肉、奶深加工“四大

优势产业集群”，调味品、食用菌“两大特色产

业集群”，饮料制造、休闲食品“两大高成长性

产业集群”，叫响“中国牛城”“中国菌都”“花

生之都”“中原奶都”“中国渔都”等产业品牌，

加快建设“国际农都”。

专栏 2：食品加工产业重点对接企业

重点对接引进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良友(集团)有限公司、三河汇福粮油集团有限公司、金沙河集团有限公司、光明食品（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福

建达利食品有限公司、好丽友食品（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旺旺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上好佳（中国）

有限公司、福建盼盼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新发地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玛氏食品（中

国）有限公司、卡夫食品（中国）有限公司、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达能（中国）食品饮料

有限公司、邦吉集团等企业。

https://www.baidu.com/link?url=0IxutHa7S8L2Cj461exW2Vk7SrOj_ymfB2yqXLrJNov81w6kG7aDTRxaor_ktHLI&wd=&eqid=949821850007e7340000000361823c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8%BE%BE%E5%88%A9%E9%A3%9F%E5%93%81%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73642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8%BE%BE%E5%88%A9%E9%A3%9F%E5%93%81%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736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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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代化工产业。发展精细化工，充分利用信

息技术提高化工产业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实现产

业间、企业间、项目间首尾相连、环环相扣、物料

闭路循环的产业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工基地。重

点对接浙江、天津、江苏、山东、广东、上海等地，

依托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突出承接重点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肥料制造、农药制造等化工，培育发展

氯碱化工、功能材料、医用化工材料、高纯氢能、

高端电子化学品、生活消费化学品等专用化学品，

以及新催化剂、特种添加剂、新型助剂等特种化学

品，推动传统化工加快向精细化工转型，提高化工

产业本质安全和绿色化水平。

专栏 3：现代化工产业重点对接企业

重点对接引进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化学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平煤神马集团、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巨化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龙

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山东东明石化集团

有限公司、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杜

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陶氏化学(中国)有限公司等企业。

4.服装制鞋产业。立足西平服装服饰、上蔡

制鞋等产业，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吸引中高端服

装设计等企业入驻；稳步发展皮革皮具、制鞋业

等产业，提升产品层次。重点对接东莞、汕头、

常熟、江阴、海宁、宁波、晋江、淄博等城市，

突出品牌引进和培育，强化专业市场建设，大力

承接龙头和配套企业组团式集群式转移，提升产

品设计、协作配套、营销配送能力，扩大轻工纺

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针织品、编织品

及其制品的制造，棉、化纤纺织及印染精加工业，

皮革等重点产业规模，着力打造新兴的终端纺织

品产业基地。

专栏 4：服装制鞋产业重点对接企业

重点对接引进杉杉控股有限公司、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太

平鸟集团有限公司、红豆集团有限公司、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海澜集团有限公司、波司登股份

有限公司 、福建柒牌集团有限公司、利郎(中国)有限公司、南山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有限公司、澳洋集团有限公司、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奥康鞋业股

份有限公司、意尔康股份有限公司、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华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纺织控股(集

团)公司等企业。

5.绿色建材产业。重点对接佛山、潮州、

顺德、上虞、德清、绍兴、宁波、杭州、常州、

长沙、淄博、晋江等城市，依托确山县建筑产

业现代化示范园、驿城区绿色建筑装备产业

园、平舆县建筑防水产业园、泌阳县绿色石材

加工产业园等开发区，以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和

效益为目标，紧跟现代家居产业需求趋势，突

出发展高档新型建筑材料、装配式建筑、建筑

防水、高档门窗、智能门锁、实木门、新型墙

材、建筑装饰材料、石材及制品、管材及制品

等重点产业，着力打造中部地区建筑建材产业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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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绿色建材产业重点对接企业

重点对接引进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建工集团、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中建钢构有

限公司、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中民筑友有限公司、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联塑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中财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永高股份有限公司、日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万基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金凯德智能

家居有限公司、浙江索福门业有限公司、步阳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春天门业有限公司、王力集团有

限公司、立邦涂料（中国）有限公司、中部世纪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等企业。

6.户外休闲产业。依托平舆县、新蔡县户

外休闲用品产业园和家居制造、厨卫用品，吸

引上下游配套企业入驻，完善配套功能，壮大

产业规模，加快形成户外休闲产业集群。重点

对接广东、福建、浙江等地企业，加强户外协

会沟通，建立密切联系，以精准招商带动产业

发展，形成完整产业链条。引导企业加强产品

研发、专利申请、产品认证，积极参与行业标

准制定，提高竞争力，扩大品牌影响力和市场

占有率。

专栏 6：户外休闲产业重点对接企业

重点对接引进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雅艺金属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骆驼服饰有限公司、湛江市玛雅旅游用品

有限公司、哥伦比亚运动服装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威富服饰（中国）有限公司、亚玛芬体育用

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德国 Jack Wolfskin 公司、南京边城体育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锐极泷

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企业。

（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1.生物医药产业。依托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确山县、新蔡县等开发区，充分利用区域资源优

势和现有产业基础，重点对接上海、江苏、浙江、

广州、福建、重庆、深圳等省市及京津冀等重点

区域，推进创新药物研发和产业化，提升整体竞

争力，着力建设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新型医药

产业基地。以创新驱动、产品升级、价值升级为

主攻方向，突出原料药与成品药制造、化学药品

制剂制造、农药兽药制造、现代中药制造、中药

饮片加工、普惠养老、高端医疗器械及卫材、康

复辅具器具等重点产业，推进生物医药产业园、

兽药产业园、农药制剂产业园和医疗器械产业园

四大园区建设，打造“研、产、商、展、疗”一

体化的健康新城，加快建设“中国药谷”。

专栏 7：生物医药产业重点对接企业

重点对接引进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九州通

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哈药集团有限公司、云

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美国通用电气(GE)医疗集团、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辉瑞制药有限公司、拜耳（中国）有

限公司、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阿斯利康投资(中国)有限公司等企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6%96%B0%E9%9B%86%E5%9B%A2%E5%BB%BA%E6%9D%9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74621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6%96%B0%E9%9B%86%E5%9B%A2%E5%BB%BA%E6%9D%9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7462199
http://www.baidu.com/link?url=i0VEFi8aNo7BhPgwSMM6ThR846alBrGHluPdi7W1-78udWZy5YQt2oxwku-nBDao
http://www.baidu.com/link?url=i0VEFi8aNo7BhPgwSMM6ThR846alBrGHluPdi7W1-78udWZy5YQt2oxwku-nBDao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B%8B%E9%82%A6%E6%B6%82%E6%96%99%EF%BC%88%E4%B8%AD%E5%9B%BD%EF%BC%89%E6%9C%89%E9%99%90%E5%85%AC%E5%8F%B8/1208927
http://www.baidu.com/link?url=_fb_SpTv-85LDL0V_nuPRXd8Vqp07tCPCXdgAre9fwHMePXpCQcfZtuMmrXlM1n4
http://www.baidu.com/baidu.php?url=Ks00000EAMrnlPLIybIzCMLLhluy35bdUkKu9p_l7fr1ueU_g7t1KYaBRg4KiUeVNfspJZhcHmVQCVFshaxKbXwOAa-e7aEkXMyq0hJxN1ZivOxoORODH8Qmt0jfpWep6zMvuR0AinuLKeAi3LPIsyFOJwXHYePimrMtzKj2CedrtMPWIMg99kiqH2nUK4SOvCfFU0YdE6HtFHZEXlBWrjrFk3pE.DR_a6zO2qDZXung_swT89vao0zkgEtptM7mhn-I-hH_L4rg_3tVHQ8gZJyAp7WIgELIB60.U1Yk0ZDq128tJezE1TR0TA-W5HD0IjLnJezoE2OPkfKGUHYznWR0u1dEugK1n0KdpHdBmy-bIykV0ZKGujYkP0KWpyfqn1DY0AdY5HDsnH-xnH0kPdtknjc1g1csPH7xn1czr7t1PW0k0AVG5H00TMfqPj010AFG5HDdPNtkPH9xnW0Yg1RsnsKVm1YknjD4g1D4nj6LPHbvP17xnH0zndtznjRkg1Dsn-ts0Z7spyfqn0Kkmv-b5H00ThIYmyTqn0K9mWYsg100ugFM5H00TZ0qn0K8IM0qna3snj0snj0sn0KVIZ0qn0KbuAqs5H00ThCqn0KbugmqTAn0uMfqn0KspjYs0Aq15H00mMTqnH00UMfqn0K1XWY0mgPxpywW5gK1QyPV0A-bm1dcfbD0TA9YXHY0IA7zuvNY5Hm1g1KxP1Rs0ZwdT1Ykn10vnHTYP1csPjmzPHckrHn4PfKzug7Y5HDvn1R4rj61PjRzPHD0Tv-b5H6dnAF-Pj61nj0knHIWmW60mLPV5H63PRFjnjPDnWbkrDmdwWT0mynqnfKsUWYs0Z7VIjYs0Z7VT1Ys0ZGY5Hc0UyPxuMFEUHYsg1Kxn7tsg1Kxn0Kbmy4dmhNxTAk9Uh-bT1Ysg1Kxn7tsg1bzn164n-ts0ZK9I7qhUA7M5H00uAPGujYs0ANYpyfqQHD0mgPsmvnqn0KdTA-8mvnqn0KkUymqn0KhmLNY5H00pgPWUjYs0A7buhk9u1Yk0Akhm1Ys0AwWmvfq0Zwzmyw-5H6znj6snfKBuA-b5RNjnbFAfRuarjRzwjN7nRcvPWf1wH6zrj6drj6LnWPj0AFY5H00Uv7YI1Ys0AqY5H00ULFsIjYsc10Wc10Wnansc108nj0snj0sc10WnansczYWna3snj0snj0Wni3snj0knj00TNqv5H08nW7xna3sn7tsQW0sg108P1Kxna31P-tsQWb3g108njuxn0KBTdqsThqbpyfqn0KzUv-hUA7M5H00mLmq0A-1gvPsmHYs0APs5H00ugPY5H00mLFW5H64rjf&us=newvui&word=&ck=0.0.0.0.0.0.0.0&shh=www.baidu.com&sht=21002492_43_hao_pg&wd=
http://www.china.com.cn/market/394373.htm
http://www.baidu.com/link?url=qtU6sKTBWd_majY8HcudmFqkLxBLXw2lA6EHlFiIZ0_jPXlrGO_nBdj0KOzHTX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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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节能环保产业。依托驿城区、高新区、汝南

县等产业优势，做强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产业

链，推动节能环保服务与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发展。

引进节能技术和装备、先进环保技术和装备、高效

节能产品、节能服务产业、环保产品与环保服务、

资源循环利用技术设备等产业，推动节能减排，发

展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打造节能环保装备及服务产业集群。

专栏 8：节能环保产业重点对接企业

重点对接引进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

限公司、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

司、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

3.新能源电动车产业。依托汝南县新能源电

动车、驿城区绿色动力电池生产基地，加快推动

电动乘用车、电动场地车等整车产业化和扩量提

质，提升新能源汽车配套服务能力，加快形成新

能源电动车产业集群。重点围绕浙江台州、江苏

无锡、天津三大新能源电动车生产基地作为招商

引资重点区域，开展产业链招商，做大做强新能

源电动车产业，形成集产品研发、原料加工、零

部件生产、整车组装、物流销售于一体的新能源

电动车产业全链条。

专栏 9：新能源电动车产业重点对接企业

重点对接引进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天津小鸟车业有限公司、小刀集团、常州速派奇车业有限公司、

深圳台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新蕾车业无锡有限公司、山东比德文动力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澳柯玛

电动车有限公司、徐州五羊电动车业有限公司、江苏金彭车业有限公司、江苏宗申电动车有限公司、

徐州百事利电动车业有限公司等企业。

4.其它新兴产业。以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智能网联及新能源汽车、5G及高性

能医疗器械等新兴产业为目标，重点围绕香港、

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重点区域和“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依托各县区开发区，以创新

引领、集群引进、规模扩张为主攻方向，集中引

进一批拥有核心技术的龙头企业、具有规模优势

的产业集群及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

目，加快形成工业增长新引擎。新一代信息技术

方面，紧跟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新趋

势，着力引进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

国内外知名企业，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交通、

环保、物流、医疗、教育、政务等各个领域的示

范应用，加快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高

端装备方面，大力发展轨道交通、数控机床、机

器人、无人机、3D打印、智能装备制造等产业，

推动我市装备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智能网联及新

能源汽车方面，巩固新能源电动车优势，发展锂

电池、氢燃料电池等，建设智能电网，打造光伏、

风电装备应用高地。5G方面，加快推进 5G与行

业应用融合，打造 5G应用新产品、新业态、新

模式，为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数字转型、智能升级、

融合创新提供坚实支撑。高性能医疗器械方面，

围绕预防、诊断、治疗、康复等领域的高性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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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器械需求，聚焦高端医学影像、体外诊断和生

命体征监测、先进治疗、植介入器械、康复与健

康信息等重点方向，提升高端医疗设备生产制造

水平。

专栏 10：其它新兴产业重点对接企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重点对接引进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汉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浪潮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宁

圣供应链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

高端装备：重点对接引进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机械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海天精工股份有限

公司、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科

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东

莞市凯格精机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

智能网联及新能源汽车：重点对接引进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天能电池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超威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德赛

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创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华锋新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

5G:重点对接引进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紫光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三维通信

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卓胜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京信通信系统（中国）有限公司等企业。

高性能医疗器械：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厦门

艾德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微创医疗科学有限公司、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迪瑞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等企业。

（三）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把握全球技术变

革和产业发展趋势，大力招引处在科技前沿、引

领未来产业的项目。围绕氢能与储能、类脑智能、

未来网络、前沿新材料、量子信息、生命健康等

未来产业，加快引进培育一批行业领军企业，促

进关键技术产业化，推动一批新兴产业落地。在

氢能与储能领域，探索前沿技术多路径融合，引

进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推动类脑智能产业

和未来网络技术的孵化和应用，招引技术研发、

生产制造、应用服务体系化的龙头企业。量子信

息方面，量子计算领域，超前布局量子算法、量

子调控、量子精密测量、量子软件及量子处理器

等基础应用研究；量子通信领域，与省内外高等

科研机构合作，助力量子通信应用落地；量子测

量领域，围绕量子科技关联性和系统性，形成跨

区域跨行业的测量网络。生命健康方面，对接“国

家重大新药创制”和“重大传染病防治”重大专

项指南目录品种，围绕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创

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技术产品等创新前沿和关

键技术，引进一批龙头企业；生物农业领域，发

展优质、高产高效、多抗的农业、林业新品种和

野生动植物繁育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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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1：未来产业重点对接企业

氢能与储能：重点对接中船重工集团、富瑞特装公司、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美国普莱克公司等企业。

类脑智能：重点对接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西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科大讯飞股份

有限公司、浙大网新集团、成都启英泰伦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

未来网络：重点对接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信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

前沿新材料：重点对接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航

重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

量子信息：重点对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百

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神州数码信息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科研机构和企业。

生命健康：重点对接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英特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恒瑞医药有限

公司、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美国

杜邦(中国)有限公司、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企业。

（四）优化提升现代服务业。大力引进为

先进制造配套的信息科技、技术研发、电子商

务、商贸物流、金融保险、创意设计、会计审

计、建筑设计、知识产权服务、法律服务等生

产性服务业。围绕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

国际化水平，积极吸引国内外知名生产性服务

集团、行业协会、国际性组织。现代物流方面，

抢抓国际物流巨头重新布局的机遇，积极对接

郑州航空港、新郑机场、明港机场，加快驻马

店—宁波港海铁联运，加快布局现代物流业，

吸引知名物流企业落户，重点发展冷链物流、

快递物流、电商物流、铁路物流，积极发展保

税物流、航空物流、水运物流、高铁物流、专

门化物流，着力打造现代物流运行体系。商务

服务方面，引进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的龙头企

业，完善商业网点布局，推广“电子商务平台

+生活服务集成”社区商业模式，大力发展复

合型、体验型业态。现代金融方面，争取全国

性金融机构加强在驻金融资源配置，引进外资

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在驻设立

区域性总部或分支机构，大力发展互联网金

融、绿色金融、金融租赁等新兴业态。会展服

务方面，以国际会展中心为载体，依托中国农

加工投洽会影响力，搭建我市与国内外交流的

桥梁，做精、做专涉农主题展会，推动产业双

向开放，进一步提升驻马店市产业知名度，将

驻马店打造成世界涉农会议的中心，衍生发展

多元会展服务。文化旅游方面，立足驻马店“六

山四湖”、“两馆一站”、“两城一寺”旅游资源，

加强区域旅游品牌创建、资源整合和服务优

化，引进大型文化旅游企业，力争将我市建设

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目的地、中原一流的文化

传承创新高地、豫南区域消费服务中心。支持

外资进入医疗、康养、文化、旅游、教育、培

训等优质生活性服务业项目。

http://www.baidu.com/link?url=PmwbYxbS232lxLGCF3R28H-HVRYT5uiY95_xFlocjizRfnvVbP58pOCcRcM2rL-u
https://www.baidu.com/link?url=Tj9hTb65iiGwVD-YFOncv7-HRkcGNYH9zOGcavHFjEC&wd=&eqid=db6438f50002d005000000036194c395
https://www.baidu.com/link?url=Tj9hTb65iiGwVD-YFOncv7-HRkcGNYH9zOGcavHFjEC&wd=&eqid=db6438f50002d005000000036194c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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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2：现代服务业重点对接企业

现代物流：重点对接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锦程国际物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苏宁物流有限公司、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联邦快递、大福(中国)有限公司、胜

斐迩集团、范德兰德物流自动化系统（上海）有限公司、伯曼物流自动化系统(上海)有限公司等企

业。

商务服务：重点对接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家乐福(中国)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永

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欧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百联集团有限公司、华润万家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

文化旅游：重点对接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旅游集团公司、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中旅途易旅游有限公司、开元旅

业集团有限公司、腾邦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

（五）高质量发展现代农业。支持现有农产品

加工龙头企业以资本、技术、品牌为纽带，通过兼

并重组、参股控股、改组上市等形式实现强强联合，

培育一批年产值超百亿元的农产品加工企业集团。

支持发展潜力大的中小农产品加工企业提挡升级，

积极引入管理、技术、资金等要素，扩大加工规模，

提升产品品质，加快培育一批细分领域龙头企业。

引进一批国内外农产品精深加工知名企业，实施一

批高起点、外向型的农产品深加工和综合利用项目，

拉长农产品加工产业链条，加快农业现代化，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

建设，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限制，鼓励外商投资现

代农业，引导外资投向农产品和食品深加工、现代

农业装备制造、农业资源利用、休闲观光特色农业

等领域。推进与德国、以色列等国有关部门在政府

合作框架下的现代农业技术合作。

专栏 13：现代农业重点对接企业

重点对接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袁隆平农业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农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中化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甘肃

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

（六）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核心产业提

速、数字转型提质、智慧城市提升为主要途径，

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重要支撑，充分发挥海

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大力引进北斗、

区块链、软件和信息服务等产业龙头企业和独

角兽、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推动数字驻马店建

设。区块链方面，重点引进一批区块链创新企

业和独角兽企业，推动区块链产业规模快速成

长扩大，构建形成区块链与移动通信、物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融合创新的数字经济产业集群。云计算方面，

聚焦数据采集与存储、数据加工、数据可视化、

数据交易、数据安全等重点领域，加大相关企

业招引力度。北斗应用方面，积极对接科研单

位，吸引一批北斗应用新型研发机构落户我

市，促进北斗应用在车辆智能信息系统、农业

机械无人驾驶、急事件信息传输、救灾指挥、

灾情通信等应用。

https://www.baidu.com/link?url=IK-29KRfchvMbjOeN_EXu_UTfsfMgIIskt9lwXGWsD9jDnCnXfmdkBWWgwXfKiRo&wd=&eqid=bffc98b2004a65be000000036195a71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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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4：数字经济产业重点对接企业

区块链：重点对接飞天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五互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四方精创资讯股份有

限公司、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新晨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

云计算：重点对接中企网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北京腾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光环新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亚联

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

北斗应用：重点对接中国科学院、上海航天电子有限公司、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航天

晨光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北斗航天卫星应

用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科研机构和企业。

四、创新招商引资方式

（一）实行产业链招商。吃透国家战略布局、

政策导向和产业发展规律，聚焦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谋篇布局，编

制重点领域产业链招商图谱，着力进行强链、补

链、延链招商，推行产业链链长和产业联盟会长

“双长制”，实现企业集群式引进、产业链接式

转移，培育壮大产业集群。建立完善重大招商引

资项目库、重点客商资源库、目标企业清单，完

善项目管理机制，有针对性地开展招商引资活

动。围绕食品加工、装备制造、现代化工、服装

制鞋、户外休闲用品、生物医药、新型建筑材料、

电子信息、5G、现代物流、文旅产业、现代金融

业等产业，引育一批引领性“链主”企业和具有

“杀手锏”产品的配套企业。

（二）深入推进资本招商。借鉴先进发达地

区经验，充分发挥产业基金的引导作用和放大效

应，做大产业扶持基金，打造良好融资环境，广

泛吸纳社会资本参与，着力推动“以资引资”，

力争一批投资 50亿元、100亿元以上的重大项目

达成合作。设立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和创业投

资引导基金，以股权投资等方式参与招商项目，

吸引符合我市产业发展方向的优质项目落户。

（三）推动市场化专业化招商。充分发挥行

业龙头企业和产业链主企业的信息渠道、商务渠

道等优势，吸引关联度大、合作意愿强的企业入

驻。发挥重点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引进一批同

类型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充分利用各类商会和

行业协会开展委托招商、代理招商，提升招商活

动市场化水平。筛选有资质实力、专业化强、信

誉度高的专业招商中介机构，采取政府购买服务

方式，建立政府推动、企业承办、市场运作的专

业化招商新机制，拓宽招商引资渠道，提高招商

引资效率。支持各县区成立市场化专业招商公

司，实行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招聘、市场化薪酬，

专职从事招商引资工作，组建一支市场化、职业

化的专业招商队伍。

（四）务实开展精准招商。加强企业分析研

究，综合分析企业业绩表现、投资趋势、产业布

局、与我市产业契合度等，精心筛选符合我市产

业发展方向的优质项目，提前做足功课，采用恳

谈会、登门拜访等方式，实行大员招商，“一对

http://www.baidu.com/baidu.php?url=000000j0xnZgmfstWiwwdFm7U68mZw8VGbSWqzPvPw1hKGYfWtyd-kRDVQhb9HtoNt6ohhDPSs2t8A5OtnXnP4m__zEDzZL8og2Oo-SKpUBi7X_zM4sphbvL41hVHU3a-8ImjUo1waDqutD7sPAjqc3YN2_SkI8JugL7F2Xk4nAWc_6NuySmbBcr4erOZ4AfUUsqoRna6UHb3hosnKGZbnyETjv0.DR_arJGMPfX1DBKmhn-I-hH_L4rg_3tVHQ8gZJyAp7WW3vI5mC0.U1Yk0ZDq8oLneQgMdqn0TA-W5HD0TZPGuv3quWD4PjnYnjnknAn3m1-bPH0vnjbsnjmvPyn3P1DYmWD0IjLF1eJW8oLneQgMdqn0pyYqnWcd0ATqUvwlnfKdpHdBmy-bIykV0ZKGujYkP0KWpyfqn1DY0AdY5HDsnH-xnH0kPdtznjRkg1csPWFxn1msnfKopHYs0ZFY5HD1n0KBpHYkPHNxnHR3g1csP7tdnjn0UynqnH0krNtkrH03P1msrj0Yg1csPH7xnNts0Z7spyfqn0Kkmv-b5H00ThIYmyTqn0K9mWYsg100ugFM5H00TZ0qn0K8IM0qna3snj0snj0sn0KVIZ0qn0KbuAqs5HD0ThCqn0KbugmqTAn0uMfqn0KspjYs0Aq15H00mMTqnH00UMfqn0K1XWY0mgPxpywW5gK1QyPV0A-bm1dcfbD0TA9YXHY0IA7zuvNY5Hnkg1nkP7tkrfKYIgnqPjmdrHDkPWb3PW61PWnLnjfsr0Kzug7Y5HDvn1Tkn1c3nWTsnjn0Tv-b5yPbnhn4n1fvnj0snjDkrjT0mLPV5H63PRFjnjPDnWbkrDmdwWT0mynqnfKsUWYs0Z7VIjYs0Z7VT1Ys0ZGY5H00UyPxuMFEUHYsg1Kxn7tsg100uA78IyF-gLK_my4GuZnqn7tsg1Kxn7ts0ZK9I7qhUA7M5H00uAPGujYs0ANYpyfqPWf0mgPsmvnqn0KdTA-8mvnqn0KkUymqn0KhmLNY5H00pgPWUjYs0A7buhk9u1Yk0Akhm1Ys0AwWmvfq0Zwzmyw-5HR4njDkP6KBuA-b5HIDwj9AnRf4nHN7PHbLnHwArDfYPH7jrDnvPjuAnW7a0AFY5HD0Uv7YI1Ys0AqY5H00ULFsIjYsc10Wc10Wnansc108nj0snj0sc10WnansczYWna3snj0snj0Wni3snj0knj00TNqv5H08P1-xna3sn7tsQW0sg108njuxna3srNtsQWb4g108PHuxn0KBTdqsThqbpyfqn0KzUv-hUA7M5H00mLmq0A-1gvPsmHYs0APs5H00ugPY5H00mLFW5HcsrjTL&us=newvui&word=&ck=1920.20.0.0.0.337.169.0&shh=www.baidu.com&sht=21002492_43_hao_pg&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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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对点”进行跟踪对接，提高洽谈对接的

精准度和成功率。

（五）深化“以商招商”。探索以企引企，

鼓励引导重点企业利用自身优势引进相关配套

企业，支持本土企业通过业务合作、参股控股、

“混改”等形式引进战略投资和优质项目。加强

与市内重点企业对接，定期召开落地企业座谈

会，通过经常性走访座谈、优质服务，使其健康

发展，以投资商的“现身说法”招商。积极发挥

我市驻外商会组织联络功能，以乡情为纽带，建

立稳定联络渠道和机制，鼓励支持在外人士回乡

创业，促进人才回归、资金回归、企业回归。

（六）高效开展驻地招商。市政府驻深圳、

上海联络中心切实发挥招商“桥头堡”作用，加

强两地合作交流，建立长期沟通交流机制，积极

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充分利用各类企业、商

会、协会和驻外机构等的桥梁作用，收集招商信

息，跟踪洽谈项目，提高招商实效。统筹协调指

导各县区驻外招商工作，加大驻地招商工作力

度，实现驻地招商新突破。

（七）开展线上招商。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

规划，设计制作电子宣传册、电子邀请函、电子

名片等，做好招商项目征集及网上发布，通过网

上洽谈、视频会议、在线签约等多种方式，大力

开展“不见面”招商，变“面对面”交流为“屏

对屏”沟通，建立长期高效顺畅的项目信息线上

对接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便捷、高效的服务。

（八）加快“飞地经济”合作。鼓励各县区、

各开发区、专业园区与先进发达地区、园区开展

对接，支持先进发达地区在我市建设“飞地”园

区，吸引重点产业的核心领域和关键环节项目落

地。加快与先进发达地区共建异地孵化器、异地

工业园区，探索开发建设、运营管理、利益分配

等方面的新模式，建立重点产业招商项目跨区域

和利益共享机制。支持各县区引荐项目到中国

（驻马店）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落户，开展“飞

地经济”合作，形成全市上下“一盘棋”的联动

招商格局。

五、面向重点区域招引承接

（一）提升国际合作水平

1.对接国家联动机制。对接国家“服务构建

新发展格局支持地方招商引资”联动机制，深化

与国际组织、境外投资促进机构、境内各级外商

投资促进机构会商合作，搭建精准对接的投资促

进交流平台。落实国家和我省扩大开放和吸引外

资的相关政策措施，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制造业、

采矿业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鼓励和支持外资投

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促进引资、引

技与引智相结合，全面提升我市在全球产业链、

价值链中的地位。

2.构建全球招商网络。加强欧美、日韩、东

南亚、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政府部门、经贸机构、

重点企业的联系，定期开展投资促进专题活动。

聘请全球知名投资促进机构、重点商协会等为招

商顾问，精准对接重点目标企业，量身定制企业

招引方案。

3.拓展外资国别地区来源。用好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CAI）机遇，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更大范围

深化与东盟、欧盟、日韩、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经

贸合作。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装备制造、生命

科学与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强化

对美、德、英等国家招商引资；聚焦电子信息、

数字经济、医疗健康、精密机械等领域，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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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等国家招商引资；围绕现代服务业、食品加

工等领域，进一步拓展我市与东盟国家经贸关

系；围绕文旅、商贸等领域，加强对港澳台地区

招商引资。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地区）

的投资合作，推动国际资本、技术和人才流向我

市，实现共赢发展。

4.举办重大经贸活动。高水平举办中国农产

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利用“互联网+”打

造常态化服务平台，实现“线上线下”双向发展，

建立起国内领先的“中国名优农产品交易”平台，

打造永不落幕的中国农加工投洽会。发挥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中国（郑州）产业转

移系列对接活动等重大展会活动的投资促进功

能，充分利用展会平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借力

国家层面的多双边投资促进机制，积极搭建我市

与欧盟、东盟、日韩、港澳台的经贸活动平台，

举办各类洽谈对接活动。

5.打造高端国际合作产业园。依托各类功能

载体平台，创建一批主体功能突出、产业结构优、

创新能力强、外资来源地相对集中的国际合作产

业园，推动国际先进技术、高端产业外资项目落

地我市。

（二）加强境内区域合作

1.深化区域合作。以构建中原—长三角经济

走廊为重点，主动对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积极

承接装备制造、数字经济、现代医药、现代物流、

金融服务、科技研发等产业。创新京津冀地区战

略合作，加强与央企对接，积极承接新材料、新

能源、现代医药、节能环保等产业；抢抓央企总

部外迁的重要机遇，结合我市发展基础和产业优

势，积极引进食品加工、装备制造领域的央企总

部落户。围绕电子商务、电子信息、智能终端等

重点领域，对接长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

2.举办多元化招引承接活动。聚焦先进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组织河南（驻马店）

—长三角、河南（驻马店）—粤港澳大湾区、河

南（驻马店）—京津冀等产业专题对接和招商引

资推介会，精准推进重大合作项目。各县区根据

各自实际，举办好白芝麻产业大会、建筑防水产

业大会等各具特色的活动，确保取得实效，推动

全市上下形成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合力。

六、构建高质量招引承接平台载体

着力推动开放平台建设，强化开发区主载体

作用，加快口岸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建设，培育乡

村振兴产业平台，为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提

供平台载体支撑。

（一）推动开放平台建设。积极申建中国（河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驻马店联动发展区，复制推

广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政策，实现政策联动、产

业协同、区域协同发展。依托驻马店公共保税中

心，申建中国（驻马店）农业企业跨境小额贸易

和个人零售进口试点，促进跨境电子商务线上平

台和线下园区联动发展，打造跨境电子商务完整

的产业链和生态链。积极申办国家级经贸活动和

会议，加强与国际知名商会等平台组织合作，打

造一批外向型经济合作平台。

（二）强化开发区主载体作用。坚持以规划

为引领，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以开发区二次创

业为契机，提升开发区发展质量，强化开发区经

济发展的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功能。支持各

开发区重点发展 2个主导产业，重点培育 1个新

兴产业。支持主导产业头部企业做大做强，吸引

上下游企业集聚，培育一批具有产业链主导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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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主”企业，提升产业链核心竞争力和全产业

链掌控能力。落实“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要求，加大开发区大气、水、土壤环境污染防

治力度，完善污水和固体废物处理实施，严控“两

高一危”项目。推行“管委会+公司”运行模式，

实施“三化三制”，加快开发区市场化、公司化

改革，建设高质量开发区运营管理队伍。

（三）加快口岸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建设。加

快申建保税物流中心（B 型），积极建设中国跨

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支持公用保税仓开展业

务。探索复制海南自由贸易港、洋山特殊综合保

税区海关监管制度，推进海关监管制度集成创

新。主动融入“一带一路”，积极对接中欧班列，

发挥“驻马店—宁波舟山港、青岛港”海铁联运

班列优势，推进海铁联运、公铁联运、公路物流

港无缝对接。加快建设驻马店地区性陆港，推动

与天津、青岛、连云港、上海、宁波舟山港等沿

海沿边港口口岸的战略联合，加快口岸基础设施

建设。

（四）培育乡村振兴产业平台。构建政府、

社会、行业企业、学校四位一体的返乡创业孵化

联动机制，搭建孵化物理平台、服务平台、交流

平台、推广平台。完善返乡创业园基础设施和服

务配套，加快建设一体化、标准化厂房，为返乡

创业企业提供集聚发展空间。持续推进农民工返

乡创业示范县、示范园建设和示范项目评选，借

鉴和复制国内其他地区返乡创业园建设的先进

经验和典型模式，推动具备条件的园区入选国家

农村创新创业园区。围绕特色农产品初加工和精

深加工，按照“粮头食尾”“农头工尾”要求，

引进农副产品加工及重大农业企业，支持有条件

的地区建设乡镇特色工业园区，打造现代农业产

业园、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等。

七、健全保障机制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招商引资工作、承

接产业转移工作领导小组协调解决重大举措、重

大项目和重大问题等，提升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

转移工作实效，在全市形成大上项目、上大项目

的浓厚氛围。各级党委、政府是招商引资和承接

产业转移工作的责任主体，把招商引资和承接产

业转移工作列入重要工作议程，形成主要负责同

志亲自抓、分管负责同志牵头抓、各部门负责同

志具体抓的工作格局。对重大招商引资和承接产

业转移项目，实行一名领导、一个服务团队、一

套行动方案的“三个一”工作法，形成领导分包、

行业主管部门牵头、县区主体实施的工作机制。

（二）强化统筹协调。招商引资、工业和信

息化主管部门充分发挥统筹协调推动作用，推进

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工作顺利开展。发改、

科技、农业、文化旅游等部门，充分发挥行业信

息资源优势，制定专项工作方案，深入开展行业

领域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专项行动。自然资

源、生态环境、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

依法依规提供要素保障服务，确保招商引资和承

接产业转移项目落地不受要素制约。统战部门、

工商联、侨联等用好合作关系平台和客商资源，

合力推进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工作。各县区

围绕重点产业，研判形势趋势，出台政策措施，

完善工作机制，谋划招商活动，狠抓项目服务，

促进项目落地，形成全市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

移“一盘棋”格局。

（三）严格督导考核。严格落实“周动态、

月通报排名、季度‘三个一批’和集中签约”

制度，每周通报一次各县区主要领导外出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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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情况；每月通报一次各县区招商引资工作

情况；每季度开展“三个一批”和招商项目集

中签约活动，层层传导压力，确保“三个一批”

活动滚动开展、项目源源不断。充分发挥考核

“指挥棒”作用，优化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

移考核办法，以新理念构建考核评价机制，加

大对主导产业项目、重大工业项目考核权重激

励，引导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向高质量和

高效益方向转变。

（四）强化要素保障。各县区和市直各职能

部门提前做好土地、规划、资金、技术、用人、

基础设施建设等要素保障工作，确保招商引资和

承接产业转移项目顺利实施。用足用活土地政

策，超前争取和储备土地指标，大力推进标准化

厂房建设，提高土地投资强度和使用效益。推行

“亩均论英雄”综合评价和“承诺制+标准地”

改革，优先保障重大项目用地需求。高质量推进

“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强化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保障人力资源供给。引导各类金融机

构用足用活国家政策，组织银企对接活动，创新

金融服务方式，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满足项目融

资需求，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积极落实税收优惠

政策，简化办税流程，确保符合条件的企业都能

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强化差异化环保管控，处

理好项目建设与环保的关系，实现投资质量、环

境质量双提升。

（五）搞好企业服务。深化“放管服”改革，

完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优化

各类审批服务流程，提升政务服务环境。全面落

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和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

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保持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

移政策稳定性连续性，认真履行在招商引资等活

动中依法签订的各类合同，严格兑现向投资者及

投资企业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大力发扬“店小

二”服务精神，健全“万人助万企”常态化服务

机制，紧盯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难题、产业发展

共性问题，强化问题协调解决。认真落实省

“13710”和市“17110”重点工作推进机制，确

保重点事项推进实效。持续深入优化营商环境，

推进服务创新，提升服务能力、质量和效率，建

立亲清政商关系，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六）激发招商活力。全市、全县范围内竞

聘、选拔一批骨干、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

充实到市、县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一线，

进一步加强人员力量，激发活力和动力。完善

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干部培训机制，定期

邀请专家、知名学者等，对全市招商引资和承

接产业转移干部进行全面系统的培训指导，提

升全市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队伍的业务素

质和能力，培养一支既敢于担当、能打硬仗，

又懂经济、懂政策、懂技术、懂法律的复合型

专业化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人才队伍。加

大重大招商引资项目、投资促进活动宣传力度，

营造良好氛围。建立健全容错机制，对在招商

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中出现失误的干部，按有

关规定给予容错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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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驻马店市“十四五”人才发展、

人力资源开发和就业促进规划的通知

驻政〔2022〕36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各

部门：

《驻马店市“十四五”人才发展、人力资源开发和就业促进规划》已经市政府研究通过，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2022年 4月 28日

驻马店市“十四五”人才发展人力

资源开发和就业促进规划

依据《河南省“十四五”人才发展人力资源

开发和就业促进规划》《驻马店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0三五年远景目标

纲要》编制本规划，主要明确“十四五”时期驻

马店市人才发展、人力资源开发和就业促进的总

体思路、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是我

市今后未来五年建设人才强市、技能富民和促进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行动纲领。

第一章 发展基础和主要目标

“十四五”时期，是我市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驻马店新征程、打造全国一流地级市

的关键时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由大到强

的转型攻坚期。

第一节 发展基础

“十三五”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

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

严重冲击，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中央、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全面树立人才强市、就业优先工

作导向，坚持稳中求进、进中提质，坚持改革创

新、攻坚克难，全面完成了“十三五”规划目标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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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强市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三五”

时期，持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建设，人才政

策体系逐步完善，人才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人才

集聚平台加速发展，人才队伍规模持续壮大，人

才支撑发展效能不断显现。截至 2020 年年底，

全市人才资源总量达到 81.2万人。重点人才总量

稳步增长，其中专业技术人才 25 万人，高技能

人才 7万人；全市入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3人、

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 4人、享受市政府特殊津贴

94人，省级学术技术带头人 12人、市级学术技

术带头人 199人，省级职业教育专家 4人；科技

创新力量不断提升，其中引进院士 14 人、中原

学者 2人；培养天中科技创新人才 300人；中原

学者工作站站内科研人员达到 400人，开展科技

合作项目 118项，总量居全省第一方阵。教育服

务发展能力持续提升，共输送大中专以上人才

10.3万人，每万人中大学生人数达 42.9人，比五

年前增长了 10.44%。人才聚集平台快速发展，建

成国家级创新平台 10个、省级创新平台 145个，

院士工作站 12 个、中原学者工作站 2 个，高新

技术企业 178家，位居全省第 7位；积极参加“中

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共引进各类

人才 8277 人，签约人才项目 127 个；建成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 3家、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1家；

新认定省级科技创新平台载体 61 家、市级创新

平台载体 203家；成功举办中国博士后科技服务

团（河南驻马店行）活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等知名高校的博士后与我市达成深度合作，初步

产生经济效益 1.2亿元；举办 3场“海外英才驻

马店行”活动，邀请 54 名省内外知名专家对基

层医疗、农业等方面开展对接帮扶；开展科技特

派员助力脱贫攻坚“十百千”工程，共选派科技

特派员 230人，科技特派员团队 6个；科技支撑

乡村振兴，强化农业优势，建成农业产业化集群

62个，其中省级 21个，居全省第一。

——人力资源开发取得新发展。“十三五”

时期，持续推进全民技能振兴工程，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劳动者技能素质明显提

升；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职教园区建设、高

等职业教育发展及应用型学科建设、人才引进等

一批管全局、利长远的重大政策、教育惠民政策

相继落地，一批重点教育工程相继实施。截至

2020年年底，“技能驻马店”建设成效显著，开

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75.1万人次，累计职业技能

鉴定（考核）5.8 万人；职业院校与 436 家国内

外企业开展院校合作，职业院校累计培养毕业生

8.5万人，累计吸纳职业教育人才 10余万人。全

市累计建成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2个、省级技能

人才公共实训鉴定示范基地 1个、城乡劳动者技

能培训品牌基地 1个、贫困县省级城乡劳动者转

移就业培训品牌基地 6个。职业教育转型发展成

效显著，推进产教深度融合，成立“驻马店市产

教融合促进委员会”和首批 16 个产教融合战略

联盟；职业学校内涵建设和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4所学校被确定为省“双高”项目建设单位；职

业技能人才培养链与产业链有效对接，职教园区

建设稳步推进；黄淮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园被认

定为国家级众创空间，在产教融合、创新创业方

面走在了全省前列。

——就业工作取得新进展。“十三五”时期，

持续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就业形势保持稳中向

好，就业质量显著提高，创业带动就业成效凸显，

就业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就业工作连续多年处于

全省前列。截至 2020 年年底，全市累计新增城

镇就业 39.99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

左右；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32.31万人，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达 267.82万人。城镇新增就业

实名制扎实推进，“互联网+就业创业”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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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上线运行，全市共建立账号 2951 个，受理

业务 477.75 万件，办结 477.16 万件，业务办结

率为 99.88%。劳动者权益得到有效保障，企业劳

动合同签订率达到 96%，集体合同签订率达到

91.4%；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成功率达到 61.03%，

仲裁结案率达到 98%；劳动保障监察投诉举报案

件结案率达到 98.7%。企业工资宏观调控不断加

强，连续三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目前市区和各

县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 1700元/月、1570元/月。

全市累计投入建设资金约 2亿元，建成各级就业

创业综合服务平台 2683 个，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8.15亿元。推动“引凤还巢”返乡下乡创业活

动，农民工返乡创业达到 15.35万人，带动就业

49.46万人。全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每年组织线

上、线下招聘会近 45场次，提供各类岗位 14余

万个；2020 年疫情防控期间有组织开展劳务输

出，实施“点对点”免费直通车模式，帮助 7.04

万名农民工返岗复工。

“十三五”时期是我市人才开发、人力资源

开发和就业促进工作取得重要成就的五年，为推

动驻马店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发展、维护改革发

展稳定大局、确保高质量建设现代化驻马店、确

保高水平实现现代化驻马店作出了积极贡献，也

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节 面临形势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也是我市开启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驻马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

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新时期，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全球人才尤其是

高层次人才竞争进一步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

泛深远，国际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我

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影响显著增强，

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错

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党中央锚定 2035年进入创新型

国家前列、建成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构建既有中

国特色又有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人才发展体制机

制，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为新时代

人才和就业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但我国也面临着人口红利逐步减少、高精尖人才培

育体系不完善、人才培养培训不适应市场需求、结

构性就业矛盾凸显等问题。

党中央提出促进中部崛起的重大战略决策，

河南崛起势头强劲；随着产业的转移和中部城市

的崛起，人口开始从东部向中部地区回流，人力

资源优势充分彰显；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人才

和就业工作，制定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

才强省战略，为人才和就业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

障和强大动力支撑。但我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仍比较突出，创新支撑能力不足，新产业新经

济新业态占比不高，高质量就业机会较为缺乏，

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就业的需求更加迫切。

我市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稳中向

好、长期向好；我市区位、人口、农业、生态等

优势凸显，交通发达、生产要素密集、人力资源

丰富、生态特色鲜明，现代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

发展优势显著，在中部六省中所占比重分量十

足，为未来释放人力资源活力提供了宏观环境；

在我市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促进中

部地区崛起、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大别山革命

老区振兴发展、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河

南在国家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上升、建设驻马店

“国际农都”经济新发展背景下，为引进培育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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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人才和服务产业工人提供了空间，有利于

人力资源集聚，给驻马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难

得机遇，必将迎来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新局面。但

同时，我市也面临着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短

缺问题仍然突出，集聚、培育、使用和激励高质

量、关键性人才面临严峻挑战；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国家级、省级重点项目等高水平创新平台

数量较少；创新型企业偏少，研发能力、创新能

力普遍不强；职业教育资源规划布局、培养层次

与发展需求不相适应，职业技能培训质量还有待

提高；职业院校产教融合不够深入，“一体化”“双

师型”师资水平偏弱；就业总量压力仍然较大，

结构性就业矛盾较为突出，就业质量、结构有待

提升和优化。

综合研判，“十四五”时期我市正处于区位

重构提升期，动能转化突破期，提质增效攻坚期，

高质量跨越发展的凸显期。面对新发展阶段带来

的新机遇新挑战，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必胜

信念，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奋力开创人才引领发展、技能提升促进就业、高

质量就业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驻马

店建设新局面，为我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

坚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

第三节 指导思想

“十四五”时期，我市人才发展、人力资源

开发和就业促进工作的指导思想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

会精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贯彻党的

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和发扬党

的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省委省政府战略决策部署，把握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大

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

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建设驻马店“国际农都”

的新征程新使命，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

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推进人才链、创新链、

产业链畅通融合为目标，以人才引领发展、技能

促进就业、就业推动增收为主线，以培育高技能

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为重点，深入实施人才强

市、技能富民、就业优先战略，全方位培养、引

进、用好人才，全面推进“人人持证、技能驻马

店”建设，着力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保稳

定，为确保高质量建设现代化驻马店、确保高水

平实现现代化驻马店贡献重要力量。

第四节 基本原则

推动“十四五”时期人才发展、人力资源开

发和就业扩容提质，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我市推进人

才和就业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全面贯彻党

的人才工作方针，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

导，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工作方针，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全

面贯彻党的就业工作方针，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

向，把稳定和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

出的位置。

——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大力实施技能富民

战略，深入推进“人人持证、技能驻马店”建设，

把抓技能提升作为促进高质量就业、保障和改善

民生的根本举措。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

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拓展就业创业政策覆盖

面和惠及范围，使人人享有平等就业、实现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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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机会。

——坚持新发展理念。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

人才发展、人力资源开发和就业促进工作的全过

程，聚焦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大别山革命老区振

兴发展、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乡村振兴、高质

量发展、建设驻马店“国际农都”战略，锚定“两

个确保”，服务实施“十大战略”，加快创新人才

自主培养，积极引进各领域高层次人才、急缺人

才。坚持就业是最大民生，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

稳定和扩大就业，鼓励和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

不断拓展就业空间。

——坚持突出重点。充分发挥重点人才工

程、重要人才政策、重大人才平台的辐射带动作

用，以高层次、高技能人才为重点，加强创新型、

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引进培养，统筹推进各类人

才队伍建设，不断优化人才结构。聚焦重点群体、

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就业形势和就业需求的差异

性，统筹谋划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政策措施，打

造就业创业最优生态环境。

——坚持深化改革。全面深化基础性、牵引

性、战略性重大改革，着力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

体制机制障碍，积极创新人才工作理念、体制机

制和政策措施，更大程度激发人才、市场主体和

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建设高端人才集聚、创新驱

动发展的新格局。推动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

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合理、公正、畅通、有序的

社会性流动格局，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

自身发展的机遇。

第五节 主要目标

按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

安排，综合考虑我市发展基础和面临的新形势，

二〇三五年我市人才发展、人力资源开发和就业

促进事业发展远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主要目

标如下：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到二〇三五年，我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基本建成中部地区创新强市、人才强市、教育领

先省辖市。科技创新支撑高质量发展能力显著提

升，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达到全省先进

水平，基本建成全省现代化区域性创新型城市。

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全方位培养、引进、

用好人才，为高质量建设现代化驻马店提供人才

支撑；人才开发、人力资源开发和就业促进工作

跻身全省城市前列。深入实施“技能富民”战略，

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打造现代化驻马店人

力资源新优势，技能型社会建设加快推进。职业

教育综合实力、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人才培养

水平和职业教育服务贡献能力显著增强，努力推

动职业教育综合竞争力进入全省第一方阵。深入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

质量就业，为高水平实现现代化驻马店奠定基

础，满足劳动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十四五”时期努力实现以下目标：

（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市、人

才强市”战略，提高人才质量，优化人才结构，

做大做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层次、高技能人

才队伍。到 2025 年，人才总量稳步增长，全市

新增专业技术人才 6万人，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达

到 30 万人以上。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 9 万人以

上，新增培养高技能人才 2万人以上。选拔培养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4人、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

5人、享受市政府特殊津贴 60人，省级职业教育

专家 6人。引进博士后科研人员 20人、博士 120

人。

——探索创新人才引进机制。建立企业创新

人才职称申报“绿色通道”制度，优化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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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晋升环境。大力推进事业单位人事人才工作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再造服务流程，强化

事中事后监管。推进职业资格与职称有效对接，

建立健全事业单位人才资源合理有效配置的顺

畅流动机制，促进事业单位人才有序自由流动。

积极创新探索人才保障服务，以社保卡为载体，

在全市建设“人才绿卡系统”。

——科技人才统筹发展。科技人才支撑引领

经济发展的能力明显提升，全社会的创新意识明

显增强。到 2025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100家、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200家，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到 25 亿元。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量达

到 30人，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3.5件。

——强化引才项目载体建设。人才项目载体

更加丰富，到 2025 年，全市建设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 3个、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3个。培育创新

型龙头企业 3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到 260家，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 500家；争创省级以上

创新平台 60 家以上，市级创新平台创建 200 家

以上。建设 5 所省级高水平职业院校和打造 10

个高水平专业（群）；新增中等职业教育学位 6

万个；基本建成 1 所省重点技师学院；建成 20

个省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二）实施“技能富民”战略，大规模开展

职业技能培训，打造现代化驻马店人力资源新优

势。到 2025年，“人人持证、技能驻马店”建设

取得明显成效，系统完备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全

面形成，职业技能培训质量不断提升，劳动者技

能素质不断提高，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大幅提

升。

——人力资源结构持续优化。实施“技能富

民”战略，坚持普惠性培训和针对性培训相结合，

培养和造就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技

艺精湛、门类齐全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全面提升

劳动力素质和就业能力，知识型、技能型、创新

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比例显著提高。到 2025年，

全市各类职业培训 50万/人次。

——职业教育能力显著增强。职业教育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不断深化，办学能力显著增强、

内涵质量明显提升。“职教高考”制度进一步完

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更加完备。品牌示范职业

院校、特色职业院校建设进一步推进。到 2025

年，全市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达到 11.5万人。其

中，现代学徒制培养比例达到 10%，“双师型”

教师占专业课教师的比例超过 50%。

——农村人力资源得到有效开发。加大涉

农人才培养力度，着力培养知农爱农的新型卓

越农林人才。探索涉农院校人才培养新机制、

新模式，支持有条件的学校推行农学结合的弹

性学习培养模式，积极开展高素质农民职业教

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着力培养培训有文化、懂

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和乡村振

兴带头人。

（三）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就业形势总

体平稳，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就业结构更趋合理，

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

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到 2025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25万人以上，城

镇调查失业率 5.5%左右，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 15 万人，新增农民工等人员返乡下乡创业 6

万人。

——就业质量稳步提升。劳动者收入水平持

续提高，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升。全面

落实劳动合同制度，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进一

步健全，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效能进一步提

升，劳动保障监察根治欠薪制度体系进一步完

善，继续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创业带动就业效应更加明显。深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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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四位一体”创业扶持

体系，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持续推进“双创”，

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促进创业带动

和吸纳就业。到 2025 年，累计完成创业培训 3

万人次以上，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8 亿元以

上。

——就业服务能力持续增强。建立健全覆盖

城乡劳动者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完善

普惠性的公共就业服务制度，加强就业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强化就业公共服务能力，创新公共就

业服务供给模式和服务功能。到 2025 年，基本

建成标准化、智慧化、便民化，覆盖县（区）、

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的基层就业服务

网络，为群众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就

业公共服务。

——就业效率有效提升。健全统一规范的专

业化、信息化、产业化人力资源服务体系，建立

适应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化和满足劳动者多层次

就业的需求，充分发挥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

决定性作用，破除妨碍劳动力社会性流动的体制

机制弊端，基本形成合理、公正、畅通、有序的

社会性流动格局。

专栏 1：驻马店“十四五”人才发展、人力资源开发和就业促进规划主要指标

指 标 2020年 2025年 属性

一、人才发展

1.专业技术人才资源总量（万人） 25 31 预期性

2.高、中、初级专业技术人才比例 11:33:56 15:35:50 预期性

3.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人年） 11 30 预期性

二、人力资源开发

4.高技能人才总量（万人） 7 9 预期性

5.现代学徒制培养比例（%） — 10 预期性

6.职业教育专科（含高专）在校生（万人） 1.5 2.5 预期性

7.双师型教师占专业课教师的比例（%） 26.82 50 预期性

三、就业促进

8.新增城镇就业人数（万人） 39.99 25 预期性

9.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万人） 32.31 15 预期性

10.新增返乡创业人数（万人） 15.35 6 预期性

11.城镇调查失业率（%） — <5.5 预期性

12.劳动报酬占比（%） — 稳步提高 预期性

13.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 11.3 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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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劳动关系

14.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 96 95 预期性

15.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成功率（%） 61.03 60 预期性

16.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结案率（%） 98 90 预期性

17.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结案率（%） 98 95 预期性

第二章 聚焦重大战略实施，统筹推进

人才队伍建设

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驻马店，锚定“两

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努力建设规模宏大、

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富有创新精神的重点领域

八支人才队伍。

第一节 锻造高素质党政人才队伍

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建设高素质

党政人才队伍。优化干部成长路径，积极选派年

轻干部到省、市战略举措实施地、重大工程项目

和艰苦地区、关键岗位历练，帮助优秀年轻干部

增长才干、脱颖而出。加大对数字化技能水平培

训，全面优化党政干部知识结构，提高数字化工

作能力。健全干部定期交流、轮岗制度，积极推

动干部跨县（区）跨部门制度性交流。深入开展

党政干部集中轮训，不断扩大培训覆盖面。完善

干部成长选育管用全链条工作机制，及时提拔使

用各方面表现突出的优秀年轻干部。

第二节 建设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以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为核心，积极推进专业

技术人才队伍建设。选拔培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人选、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选、中原基础研

究领军人才、中原青年博士后创新人才。继续实

行享受市政府特殊津贴制度。继续实施职业教育

教学专家队伍建设工程。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才

知识更新工程，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

施支持青年人才创新创业的政策措施，建立多层

次、多渠道的青年拔尖人才培养管理体系。加强

基层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研究制定符合基层

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特点和成长规律的政策措施。

第三节 打造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聚焦创新驱动战略，围绕我市战略性新兴产

业培育与主导产业创新需求，采用内培外引相结

合方式打造高素质创新型人才队伍。加强领军人

才和创新团队培养，多渠道、多形式吸引国内科

技创新人才团队来我市创新创业。深化“智汇驻

马店”人才工程，完善“全职＋柔性”引才引智

机制，通过“院士驻马店行”“归雁”行动等活

动载体，大力引进一批重点领域内的产业创新领

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积极推荐高水平人才申报

“中原英才计划”和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科技

创新创业人才项目，强化创新人才的支撑作用。

深入推动落实科技创新人才评选工作，为产业转

型升级提供有力智力支撑。

第四节 培育技艺精湛高技能人才队伍

以提升职业技能为核心，深入开展实施“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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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驻马店”行动，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能工巧

匠和大国工匠。持续实施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

“金蓝领”技能提升培训项目、高技能领军人才

项目等，加快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技能大师工

作室等基地型项目建设，夯实高技能人才队伍培

训基础。加快推进我市产业转型升级急需紧缺高

技能人才培养，建设工种相对齐全、技艺精湛的

高技能人才队伍。扎实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着

力培养企业青年高技能人才。逐步扩大高技能人

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领域和规模。试

点开展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建立新兴产业技

能人才快速成长通道。

第五节 引进重点产业人才队伍

大力培育引进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实施企

业家素质提升工程，联合知名高校对民营企业

家开展专项培训。加快培养通晓国际规则、熟

悉国内外市场、善于处理涉外事务、懂得国际

贸易和资本运作的人才队伍。大力引进传统优

势服务业改造提升、农业主导产业提升需要的

农业科技人才以及现代农业创新创业人才。实

施职业教育专业建设计划，新增“健康医护、

食品加工、食品检测、农业观光旅游”等新专

业，服务驻马店产业发展。聚焦“国际农都”、

产业发达之城建设需求，支持引进国内外优质

高等教育资源开展合作办学或设立学院，加强

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育，壮大高技

能人才队伍，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打造“天

中工匠”。

第六节 培养乡村振兴人才队伍

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培养农业生产经营

人才、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人才和乡村公共服务人

才队伍。依托中国（驻马店）农产品加工产业园

区，大力培养高素质农民。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

养计划、返乡创业人才能力提升行动，大力培育

农业生产经营人才、农村创业创新带头人。健全

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深入开展千名专家帮千村活

动，引导和支持农村人才返乡创业。持续深入推

行科技特派员制度，不断壮大科技特派员队伍。

紧密结合传统服务业改造提升，加强职业院校专

业建设以及职业技能培训能力提升。围绕农林经

济发展，加大涉农人才培养力度。以河南省新农

科建设大别山行动计划为载体，着力培养新型卓

越农林人才。

第七节 发展壮大社会事业人才队伍

建立起多层次、全方位引进社会事业人才渠

道，制定科技人才引进和培养有关政策。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水平，深入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特岗计划、地方公费师范生培养计划、农村学校

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建强乡村教师队伍。完

善教师补充机制，创新教师招聘办法，鼓励优秀

高校毕业生到乡村任教。积极参与“省级教学名

师”“省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遴选，培养建

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教师团队。健全职业院

校专业教师到行业企业实践机制，加强职业学校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发展专业化的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加大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力

度。

第八节 建设高水平思想文化人才队伍

大力引进国内外高层次宣传文化领域人才，

推进驻马店籍知名文化专家学者回归。大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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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基层的乡土文化能人、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

和基层文化管理人才。扎实推进宣传文化人才

“六支队伍”建设，培养集聚理论、新闻、出版、

文艺、思想政治工作、网络传播管理等优秀宣传

文化人才。深入推进社科人才发展制度改革，积

极推动国家、省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和活动

落户驻马店。打通院校、科研院所、文化企事业

单位的人才培养通道，推进骨干文化人才交流使

用。建立文创作品孵化、传播机制，打造驻马店

特色文创品牌和文化名人。

第三章 完善人才使用评价机制，

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

坚持党管人才，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

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

形成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

第一节 健全人才评价体系，

建构高效的人才管理体制

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人才工

作目标责任考核和保障机制，探索建立人才发展

监测评价体系，将人才发展列入经济社会发展综

合评价指标。推动人才管理部门简政放权，强化

政府人才宏观管理、政策制定、公共服务、监督

保障等职能，消除对用人主体的过度干预。

加快人才管理职能转变，保障和落实用人主

体自主权，健全市场化、社会化的人才管理服务

体系。建立急需紧缺人才职称申报“直通车”制

度，继续做好基层职称、乡镇专业技术人才职称

倾斜等政策的落实。完善以品德、能力和业绩为

重点的职称评价机制，利用现代科技及“互联网

+职称”信息平台，创新完善符合各类人才和岗

位特点的职称评价方式，分类推进职称评价机制

改革。完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制度，探索符合不

同行业、专业和岗位类型特点的分类考试考核办

法，逐步提高公开招聘的科学化水平。完善事业

单位主要领导收入分配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健全

市属事业单位人员流动配置新机制，打通引进人

才“绿色”通道，促进事业单位人才有序自由流

动。贯彻落实公开招聘有关政策，完善事业单位

招才引智常态化政策机制。

专栏 3-1：人才发展体制改革专项计划

01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专项

分类推进职称评价机制改革，进一步提高职称工作效率，稳步下放职称管理职能和评审权限。

“十四五”期末，实现我市专业技术人员总量达 30 万人以上，其中高、中、初级人才分别新增

9000人，21000人和 30000人以上，结构比例为 15：35：50，与十三五相比结构比例更加优化。

第二节 构建聚才引智机制，

建设中部创新高地

大力引进中、高层次人才。实施重大人才工

程，着力引进、集聚一批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

人才。加快海外人才引进，大力吸纳集聚急需的

海外优秀人才，落实海外引进人才优惠政策扶持

力度。深化专家服务基层活动，为经济社会转型

发展提供人才智力支撑。积极申报设立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和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吸引更多高层

次人才来我市创新创业。建立政企协作引才机

制，探索实施市场化引才荐才奖励政策，支持用

人单位通过承办和参加学术会议、实施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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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等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建立健全有利于

事业单位人才资源合理有效配置的顺畅流动机

制，打通引进人才“绿色通道”。

集聚一流领军人才，建设中国驻马店引智试

验区。依托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平

台作用，建立起多层次、全方位引才引智渠道，

制定科技人才引进和培养有关政策体系。制定科

技人才引进和培养有关政策，注重人才、项目、

管理模式一体化引进。围绕我市主导产业，完善

人才培养开发机制，聘请建立顾问智囊机构，推

行“人才+项目”“人才+产业”“人才+课题”等

培养开发模式。建立引进高层次人才档案制度，

制定日常联系服务办法，建立跟踪服务和沟通反

馈机制。

专栏 3-2：建设中国驻马店引智试验区专项计划

01 市、县（区）两级联动引智工作专项

依托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大会，注重人才、项目、管理模式一体化引进；有序引进区域发展所需

的急需紧缺型人才，重点引进一批与驻马店产业特点结合紧密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

创新型科技人才。积极创新探索人才保障服务，以社保卡为载体，推出“驻马店人才绿卡”，在全

市建设“人才绿卡系统”。

第三节 建立需求导向人才机制，

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有序引进发展所需的急需紧缺型人才，重点

引进一批与我市产业特点结合紧密的高层次专

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创新型科技人才。大

力引进着眼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转型

升级、开发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发展先进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的经济发展重点项目

专门人才。大力引进交通物流、建筑商贸、旅游

等传统优势服务业改造提升需要的人才和蔬菜、

果品、畜牧、中药材等农业主导产业提升需要的

人才，动植物种子种苗、农业生物技术、设施农

业技术、农产品和农产品深加工等农业科技人才

以及现代农业创业人才。

第四节 健全人才激励机制，

激发干事创业热情

深化工资分配激励机制改革，探索构建充分

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

制。贯彻实施事业单位人事管理配套制度，落实

高层次人才工资分配激励政策和科研人员职务

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政策。深化公立医院薪酬

制度改革，推进高校、科研院所薪酬制度改革，

分级分类优化其他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管理办法。

全面落实企业薪酬调查及制造业人工成本监测

制度，进一步提高薪酬调查数据质量，做好薪酬

调查信息发布工作。完善工资制度，建立健全工

资决定机制及正常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

体收入，促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动共同

富裕。

完善人才表彰激励机制。进一步加强完善人

才引进激励机制，制定出台更加适应我市现代产

业发展需求的各类人才优惠政策。强化党委联系

服务专家工作机制，扎实做好专家研修、体检、

休假、慰问等工作。定期召开专家座谈会、高层

次人才代表座谈会。积极推荐符合条件的优秀人

才作为各级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

劳动模范人选。完善专家决策咨询制度，建立全

市高端人才智库。加大人才表彰激励力度，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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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杰出贡献的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创业人才、高

技能人才等，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表彰奖励，营造

尊重人才、尊重创新的浓厚氛围。

第五节 健全人才流动机制，

促进人才顺畅有序流动

完善顺畅有序的人才流动机制，保证人才

流动合法合规，促进人才在不同单位和不同地

域间有序自由地流动。进一步加强对人才工作

的统筹协调与指导，形成政府部门宏观调控、

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用人单位严格自律的人才

有序流动自由新格局。引导用人单位树立“引

育并重”的人才工作政绩观，把引进人才的重

点聚焦到省外人才市场，吸引国内外一流人

才。进一步强化引进培育人才的法律意识、责

任意识、契约意识、自律意识，建立人才诚信

系统和人才诚信档案，加强人才诚信体系建

设。完善社会保险转移接续政策，降低人才流

动的制度性成本。加大重点领域人才调配工作

力度，着力满足我省和我市重点发展领域的特

殊人才需求。

专栏 3-3：人才培养引进支持计划

01 专业技术人才培养计划

面向省内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引进有重要影响的杰出人才来驻创新创业。“十

四五”期末，新增专业技术人才 5万人，选拔培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4人、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

5人、享受市政府特殊津贴 60人、省级职业教育专家 6人。

02 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扩大博士后招收规模，积极申报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吸引更多高层

次人才来我市创新创业。“十四五”期末，建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3个、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3个、

引进博士后研究人员 20人、引进博士 120人，重点支持优秀青年博士后开展创新性、基础性、原

创性科学研究。

03 人才服务行动计划

依托人社部、河南省人社厅专家服务基层行动计划、留学人才助力河南乡村振兴计划，开展“博

士后科技服务基层”活动，面向乡村振兴主战场，通过组织专家、博士后、留学人才开展形式多样

的基层服务活动，举办知识讲座、解决技术难题、推广应用技术，转化实用成果，开展公益性活动。

“十四五”期末，承办专家科技服务团活动 5批。

04 关键技术攻关人才引进专项行动

围绕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战略支柱产业等发展需求，梳理科技重点攻关项目清单，面向境内

外发布关键技术需求，实行赛马制、揭榜挂帅制、首席科学家制等，面向国内外招揽英才，攻克一

批制约我市产业转型升级、创新迭代的技术难题。

05 实施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人才集聚专项行动

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需要，突出“高精尖缺”人才供需，编制实施急需紧缺人才引进

指导目录，引导境外、省外人才以多种形式向我市重点产业、行业、领域、项目、学科及地区集聚。

06 实施大学生集聚专项行动

实施大学生留驻就业创业项目、名校“直通车”引才项目，大规模开展大学生来驻实习活动，

大力推进大学生见习基地和创业园建设，着力把大学生吸引并留在驻马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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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工程

中职规模达到 8万人，高职规模达到 3.5 万人，其中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规模达 1 万人。“双师

型”教师占专业课教师的比例超过 60%，现代学徒制培养比例超过 10%。市内规模以上企业参与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比例达 70%，优质职业学校年培训人次达到在校生规模的 2 倍以上。

08 深化“智汇驻马店”人才工程

通过“院士驻马店行”“归雁”行动等活动载体，大力引进一批重点领域内产业创新领军人才

和创新团队；加快引进急需紧缺人才，深入推动落实科技创新人才评选工作，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

有力智力支撑。加快引进，大力吸纳集聚我市急需的海外优秀人才，落实海外引进人才优惠政策扶

持力度。

第四章 建设高能级人才平台，

优化创新资源区域布局

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打造更多更优质的人

才发展平台和高精尖项目孵化平台，优化创新创

业生态环境，丰富人才创新创业途径，促进各类

人才才尽其用。

第一节 加快省级以上科研平台建设

聚焦现代农业、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重点

领域，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

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平台体系，谋划建设

“国家生物育种中心驻马店分中心”“驻马店国

际农产品加工研究中心”等一批省级以上高端创

新平台，市县区联动培育一批市级创新平台。支

持领军企业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高校、科研

院所组建产业创新共同体、高校企业实验室，增

强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优化创新资源区域布局，

拓展提升多层次区域创新载体，围绕地方优势产

业打造区域性人才集聚小高地。

第二节 加快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建设

以我市传统产业基础高级化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链现代化为目标，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化运

作相结合，支持“九大产业基地”领军企业面向

中央和国家级科研机构、国家重点建设高等院

校、中央企业和大型国有企业等国家级创新资源

在我市布局研发机构。引进国（境）外一流大学

及研究机构、知名实验室和创新中心、世界 500

强企业和外资研发型企业在我市设立研发机构，

重点支持中山大学研究院驻马店分院新型研发

机构建设。瞄准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

创新中心、其他国家级创新平台和外资全球研发

中心在我市设立研究机构。

第三节 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引领性发展，围绕

战略支柱产业链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战略性新兴

产业技术创新基础培育，以需求为牵引促进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全域融通创

新、科技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建成布局合理、

功能完善、开放协同、运行高效、符合科技创新

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

打开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

合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新局面。加快推进省内外

高校、科研机构在我市省设立新型研发机构、联

合实验室或分支机构、产业技术研究院等成果转

化平台，提升已有新型研发机构、产业技术创新

联盟、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科技大市场、科技企

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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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水平，打造形成一批政策集成、机制灵活、

功能完善、产学研融合成效显著的成果转化平

台，完善成果转化全链条，形成体系完备、协同

联动、运行高效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

专栏 4：高能级创新平台发展专项计划

01 围绕优势主导产业、战略新兴产业，争创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

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临床医学中心等创新平台 60 家以上；创建 200

家以上市级创新平台，加快形成全域创新平台体系。

02 围绕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链现代化和传统产业基础高级化，布局建设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

2家以上。

第五章 强化人才服务保障，

打造最优人才环境

坚持人才服务系统化、集成化思维，聚焦人

才“全生命周期”的人才服务链条，提升人才服

务整体效能，打造最优人才生态环境。

第一节 构建一站式人才服务体系

深化“放管服效”改革，全面推进人才服务

的集成化、数字化，打造集人才政策、人才业务

办理的一站式网络人才服务平台，推行人才服务

事项线上办理、限时办结。深化人才创新创业全

周期“一件事”改革，整合各级各部门人才服务

事项，围绕人才引进、项目申报、政策兑现、生

活保障、助力赋能、管理考核等创新创业服务链，

重塑业务流程，为人才发展提供全周期、全方位

服务。探索建设集引进人才、服务人才、赋能人

才、引领人才等功能于一体的人才创新创业服务

综合体，建立人才诉求“一窗受理”、人才服务

“一站供给”、人才发展“一帮到底”的服务闭

环，打造服务人才、凝聚人才的重要平台。

第二节 构建多层次财政金融支持体系

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探索构建抵押担

保、信用贷款、保证保险等综合服务，积极引进

培育创业投资和天使投资机构，推动天使投资

人、股权投资机构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在我

市发展，鼓励各类投资基金投资种子期、初创期

人才企业。探索建立政府引导、市场驱动、企业

主体的多元化人才发展投入体系，设立人才发展

基金，鼓励有条件的县（区）设立人才发展专项

资金，保障重大人才工程项目实施。围绕人才创

业启动资金、信贷、上市、保险等全周期金融需

求，鼓励金融机构推出金融产品，推出“人才贷”

“人才投”“人才保”“人才险”。探索打造人才

科创银行，为人才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第三节 构建多模式人才住房保障体系

完善人才住房保障机制，创新货币补贴与实

物配置相结合的人才安居保障方式。实施人才安

居工程，鼓励各县（区）建设人才公寓。支持高

校、科研院所等用人单位通过购买、租赁商品房、

利用自有存量建设用地建设人才公寓、给予住房

补贴等方式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住房保障。扩大保

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支持通过单列租赁住房用地

计划、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

土地、利用产业园区配套用地和存量闲置房屋、

利用存量工业用房和商业办公用房等方式筹集

建设保障性人才租赁住房。鼓励各地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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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化人才住房保障政策，加大人才安家补助、

购房补贴力度。

第四节 构建多元化人才教育服务体系

优化人才子女入学保障。高层次人才子女接

受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结合本人意愿及当地实

际，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筹安排公办学校就

读。推进基本公共教育优质化，进一步完善学前

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的规划布局，重点推

动县域普通高中质量提升。加大公办幼儿园、中

小学校供给，支持社会资本开办幼儿园、中小学

校，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积极引进国内

外高水平教育服务资源，在企业集聚的重点片区

开办学校、创设良好的教育环境，高质量满足高

层次人才子女教育需要。

第五节 构建多层次人才医疗保障体系

优化分层分类的人才医疗保障体系，探索高

层次人才和特殊一线人才医疗保健和健康体检

制度，提供个性化、针对性的健康指导。提升人

才医疗服务水平，探索依托公立医院设立医疗健

康服务基地，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便利化医疗保健

服务。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布局，推进县域医

疗中心建设，实现市级公立“四所医院”和县级

公立“三所医院”全覆盖。强化医联体建设，提

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质量，扩大家庭医生服

务覆盖率，均衡布局建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专栏 5：人才服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

01 实施人才服务数字化改革行动

建设人才一站式服务平台，整合各级各类人才政策，推进人才政策“一网查询”、人才业务“一

网办理”。探索发放“驻马店惠才卡”，推动实施“人才一码通”。

02 实施人才领域“一件事”改革行动

打造“一站式”人才服务窗口，加强人才服务专员队伍建设，畅通高层次人才服务绿色通道。

推进事业单位人事管理“一件事”改革。探索建设人才创新创业服务综合体， 建立人才创新创业

全生命周期“一件事”专窗，为人才创新创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03 实施人才安居工程

鼓励各地建设人才公寓，多途径加大人才公寓筹措力度。

第六章 实施“技能富民”战略，

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

坚持技能就业、技能富民，把抓技能提升作

为促进高质量就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根本举

措，着力造就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

者大军，通过持证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推动共同

富裕。

第一节 大力开展技能培训

推进“人人持证、技能驻马店”建设，按照

广覆盖、调结构、提档次要求，开展多层次、多

类型技能培训、取证工作。围绕乡村振兴战略，

为农村培养培训高素质农民、乡村振兴带头人。

围绕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战略，提升职业技能人

才培训能力，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培训特色人

才，形成“天中职教”品牌。继续实施“金蓝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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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提升计划。支持规模以上企业按照有关规定

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培训机构，通过职工培训中

心、产业学院、网络学习平台等开展职工培训。

大力发展技工教育，推进驻马店技师学院建设。

优化技工教育结构与布局。深入实施“技能驻马

店”工程，完善以驻马店技师学院为基础、企业

为主体、学校教育与企业培养紧密联系、政府推

动和社会支持相结合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

系。鼓励和支持企业建立高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

建立高技能人才绝技绝活代际传承机制，推行名

师带徒制度，培养一批具有绝技绝活的能工巧匠，

扶持一批能够继承传统技术工艺的优秀人才。

第二节 建立健全技能人才评价激励体系

健全建立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新机制。督促企

业履行《河南省职业培训条例》法定义务，健全

职工培训制度，大力开展岗前培训、在岗培训、

转岗培训，提升职工技能水平，逐步实现全员持

证。创新产教融合发展机制。加强终身职业教育

制度建设，研究制定规范发展继续教育的政策制

度，构建覆盖全体、贯穿终身的劳动者职业技能

培训体系。进一步完善职业资格制度，规范职业

资格管理，健全劳动者技能提升激励机制和多元

化评价机制，畅通技能劳动者职业上升通道。健

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畅通技能人

才与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发展通道。广泛开

展职工培训、转岗培训、创业培训等培训，使更

多劳动者实现技能就业、技能增收、技能成才。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营造

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第三节 建设职业技能竞赛体系

实施技能人才竞赛成长计划，发挥技能竞赛

引领作用。鼓励和支持各行业和企业普遍开展各

种形式的岗位练兵和职业技能竞赛活动。坚持以

赛促培、以赛促训，持续组织参加国家、省职业

技能竞赛。积极申办国内、省内重要赛事。以在

岗农民工、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农民工、脱贫

家庭劳动力为重点群体，大规模开展技工教育和

职业培训，培养一批高技能人才和乡村工匠。鼓

励县（区）积极举办职业技能竞赛。推动职业教

育竞赛活动体系化、教学化、全员化。

专栏 6：技能富民、人人持证行动

01 “人人持证、技能驻马店”行动

推进“人人持证、技能驻马店” 建设，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评价取证工作。

02 全民技能振兴工程

积极申报建设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和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培养基地、

技能大师工作室、技工院校一体化师资培训基地。

03 技工教育质量提升工程

统筹规划技工教育综合布局，积极推进技师学院建设，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十四五”期间，

支持驻马店技师学院扩大高技能人才培养能力，完成基础建设 60000平方米，新增办学容量 3000

人，办学规模 12000人，在校高级工以上学生达到 5000人、其中技师层次占 1000人；推进企业

技术创新，建设“大师工作室”5 个；深度推进产教融合，开展“工学结合”，每年为市骨干企业

提供“专业实习、顶岗实习”技能人才支持不少于 1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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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特色技能人才培养工程

聚焦就业培训，以提高劳动者技能为核心，依托驻马店技师学院建设驻马店职业技能培训中

心，为“国际农都”提供技能人才支持，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培训产业发展、电商服务、文化

旅游等特色人才，形成“天中职教”品牌，大力开展高新产业技能人才培养。“十四五”期间，技

师学院技能人才培训每年新增中级以上技能人才 5000人以上。

05 技能大赛引领计划

每年组织开展市级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活动。到“十四五”末，积极组织县（区）举办综合性

职业技能竞赛。支持院校、企业开展技能竞赛参赛成果转化，不断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第七章 深化职业教育改革，

推动产教融合发展

全面落实国家和河南省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坚持类型教育定位，深化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推动技能型社会建设，着力打造职业教育

创新发展高地，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

第一节 巩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

优化教育结构，把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普

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基础，推进高中阶段教育

职普比大体相当，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

受高中阶段教育。持续推进市职教园区建设，改

善市属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条件。实施中等职业学

校标准化建设工程，推动全市中等职业学校基本

办学条件达到国家规定标准。把中职学校标准化

建设纳入对各县区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的重

要内容。由教育主管部门牵头，制定《加快驻马

店职业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打造若干高水平

职业院校。强化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的主体地

位，推动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提质培优，重点

办好服务地方发展的品牌专业（群），将专科层

次高职学校建设成为集就业、升学、培训、创新

于一体的区域技术技能教育资源集聚地。以驻马

店农业学校为基础筹建驻马店农业工程职业学

院，有效弥补全省及我市涉农类高等院校总体设

置不足。

第二节 推动职业技能型社会建设

支持职业院校建立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

并开展评价活动。鼓励政府与职业院校、企业共

建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推动培训设施共建共

享、融合发展，增强职业技能培训基础能力。广

泛开展新业态、新模式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全面

加强新技术培训。强化学生实习实训，确保实践

性教学学时占总学时数一半以上。鼓励社会力量

兴办职业教育。建立职业教育教学工作合格评估

机制，完善职业学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

试点开展职业教育专业认证工作，完善职业教育

质量年报编制发布制度。推进职业教育专项项目

建设计划，加强职业院校“双师”队伍建设。普

遍实行 1+X 证书制度，提升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含金量”。推行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

证书”制度。组建驻马店市职业教育指导咨询委

员会。

第三节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实施产教融合发展行动计划。持续推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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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市为节点、行业为支点、企业为重点的产教

融合发展路径与模式。深入落实《驻马店市深化

产教融合促进高质量跨越发展实施方案》，建立

完善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社会协同推进的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作机制，成立驻马店市职

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委员会。围绕驻马店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城区和县域经济提速、生态环境和

文化旅游提升等，建立校企合作发展联盟，推动

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引进培养

大量高技能复合型、多层次技能人才。加强职业

教育园区建设，建立园区学校联盟，推动园区内

院校资源共建、共享、共用、互补。以黄淮学院

为龙头，筹建驻马店职业教育集团，争取成为省

级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争取将驻马店建成省级

产教融合型城市。继续办好“产教融合发展战略

国际论坛（IFIE）”。

专栏 7：职教融合发展计划

01 产教融合发展工程

推进职业院校专业与行业产业对接、课程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与生产过程对接、实训与岗位

对接，实现校企“双元”育人。继续办好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争取驻马店市成为省级产教

融合型城市。

02 中职标准化建设工程

新增中等职业教育学位 6万个，全面提升中等职业学校基础能力建设和办学水平，推动全市中

职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达到国家标准。

03 高水平职业院校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工程

建设 5所省级高水平职业院校和 10个高水平专业（群）。

04 职业教育本科院校建设工程

推动我市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取得突破。争取我市优质高职院校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举办权。

05 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工程

建设 10 个集学历教育、职教高考技能测试、职业培训、技能竞赛、技术研发、社会服务等多

种功能于一体的省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成 20个省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 3所省级示范性

产教融合型职业院校、2个基于产教融合的示范性产业学院。

06 1+X证书制度推广计划

推广实行 1+X证书制度，落实“育训并举”法定职责，推动“岗课赛证”综合育人，证书专

业覆盖率达到 100%，证书学生培训率达到 90%以上，证书在校生取证率达到 60%以上。

第八章 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

不断扩大就业总量

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

业政策，坚持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

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着力解决结

构性就业矛盾，有效应对失业风险，推动形成

高质量发展与就业扩容提质互促共进的良性

循环。

第一节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

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将更加充分更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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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在以畅通

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优先发

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行业产业，稳定经济增长扩

大就业容量。在实现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中，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培育就业新增长

极，推动劳动者实现体面就业。在深化改革、推

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稳定

岗位、扩大就业。在组织实施发展规划、调整经

济结构和优化产业布局、规划区域发展和实施重

大工程项目中，注重强化对就业影响的评估。健

全就业目标责任考核机制，建立更加充分更高质

量就业考核评价体系，建设全省高质量就业示范

城市。

第二节 全面增强就业吸纳能力

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重点

培育、未来产业谋篇布局，创造更多制造业就业

岗位。围绕落实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乡村振兴发展

战略，“国际农都”“九大产业基地”建设，统筹

考虑区域布局，重点在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

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

等重点产业集群，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职业

技能培训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产业链、创新链

与培训链有效衔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支持中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定发展，构建常态化援

企稳岗帮扶机制，激发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活力，增强就业岗位创造能力。推动服务业专业

化、高端化发展，做强文化旅游、交通运输、餐

饮文化、健康养老产业等密集型服务产业，充分

发挥服务业就业容量大的优势，进一步提高服务

业吸纳就业比例。

第三节 培育接续有力就业新动能

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就业服务水平，推动劳动

者实现体面就业。鼓励传统行业跨界融合、业态

创新，增加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就业机会。探

索建立适应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的劳动权益

保障制度，引导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规范

平台企业用工，明确平台企业劳动保护责任。以

个人经营、非全日制、新就业形态等灵活方式就

业的劳动者，可在就业地或常住地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办理就业登记，按规定享受各项政策和服

务。建立灵活就业岗位信息发布渠道。开展新就

业形态技能提升培训，支持新业态平台企业开发

相关职业标准和职业培训课程，创新适合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的培训形式和内容，开展数字资源线

上培训服务，支持参加个性化培训。鼓励用工企

业以商业保险方式为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提供多层次保障。在新业态领域行业推

进集体协商,引导双方就劳动定额标准、工时标

准、劳动保障等内容开展集体协商，签订行业性

集体合同。

第四节 推进大众创业带动就业能力

建立健全创业体系，优化创业环境。持续推

进“放管服效”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优

化创业环境。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人员能力建设，

推进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平台标准化、智慧化、便

民化建设。完善创业创新的投融资政策和落实税

费减免政策体系，积极实施政府创业担保贷款政

策。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推进网络创业培训和改

善企业培训体系，提高创业培训实效。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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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载体建设，大力推动双创示范基地提质增

效，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保证。加强

定点创业培训机构动态监管和质量评估，评定一

批更高水平、更具影响力的创业培训示范基地。

加大创业融资支持力度，降低反担保门槛，扶持

小微企业带动和稳定就业。积极参加国家、省创

新创业大赛等项目选拔赛，组织创业创新大赛和

交流活动。鼓励有条件的职业（技工）院校加强

与企业、县（区）合作，建立人才创业孵化器组

织开展创业师资赛，提升师资水平。

激发大众创业活力，鼓励引导各类人员创

业。加快发展市级孵化基地、众创空间等创业创

新平台建设。搭建创业创新、线上与线下、孵化

与投资相结合的开放式双创综合服务载体。加快

建设一批各具特色、高水平的县（区）级创业孵

化试验基地。支持县（区）建设返乡入乡创业“一

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扶持在新型农业、机械制

造、贸易物流、电子商务等新业态的大众创业项

目。提高创业资源配置效率，探索将部分老旧商

业设施、仓储设施、闲置楼宇、过剩商业地产，

转为创业孵化基地，为小微企业创业兴业提供低

成本、便利化、全要素服务。选拔一批高科技成

长创新创业项目，打造“天中”双创品牌。鼓励

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和高技能人才发挥知识和技

术优势在职、离岗创业，成为创业的引领者。支

持大学生、退伍兵、农民返乡人员等重点群体的

创新创业、返乡入乡创业，通过创业实现就业。

专栏 8：就业创业促进行动计划

01 加快公共服务创新平台建设计划

着力建设一批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双创”平台，加快构建创新创业孵化等创新服务

体系，为广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普惠性科技创新服务，争创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强

化“星创天地”、农业园区建设，进一步激发农业农村创新创业活力，优化农村创新创业环境，加快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高农业创新供给质量和产业竞争力。

02 返乡入乡创业园整合建设行动

以县级地区为单位，整合拓展优化现有产业园区、产业集聚区、创业载体等各类平台，打造功

能完备、环境优良的返乡入乡创业园。

03 返乡入乡创业品牌选树行动。

统筹利用现有资金渠道，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加强资金安排，支持返乡入乡创业园建设，加大对

初创实体支持力度，推动创业项目向创业园区集中，发挥差异化竞争优势，选树具有区域特色的创

业品牌。

04 返乡入乡创业示范引领行动。

持续开展市级返乡创业示范县、示范园区、示范项目评选认定活动，举办“凤归中原”返乡创

业大赛，营造浓厚的创业氛围。加大创业人才引进力度，组织“返乡创业之星”评比表彰，弘扬和

保护企业家精神，大力宣传创新创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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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坚持突出重点，促进重点

群体就业

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坚持市场化社

会化就业与政府帮扶相结合，创造就业机会、增

强就业持续性、提升就业质量，稳住就业基本盘。

第一节 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坚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的首

位，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多层次就业。持续实施

高校毕业生“新时代－新梦想”就业创业公益帮

扶、就业创业精准指导进校园、就业创业促进计

划等，进一步拓展就业渠道。继续做好离校未就

业毕业生实名制登记和监测，加强就业市场供需

衔接和精准帮扶。组织实施就业见习示范基地认

定。实施青年就业见习计划，扩大就业见习规模。

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实施高校毕

业生基层成长计划，健全高校毕业生基层工作保

障措施。加大选调生、“三支一扶”“医学院校毕

业生特招”“大学生志愿服务贫困县”、特岗教师

等基层服务项目规模。继续实施离校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政策。

第二节 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完善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劳动维权“三

位一体”工作机制。持续开展“春风行动”专

项服务活动，举办农民工专场招聘会、送岗位

下乡进村入户等活动。完善区域劳务协作机

制，搭建用工信息对接平台，促进农村劳动力

有序劳务输出。积极促进农村低保对象、特困

人员、贫困残疾人中的劳动力稳定就业和转移

就业。提升农村劳动力公共就业服务，依托县

域经济、乡村产业、返乡入乡创业，为农村劳

动力创造更多就地就近就业岗位。扶持就业容

量大、门槛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吸纳农

村劳动力就业。

第三节 重视失业人员再就业

坚持企业主体作用与社会保障相结合，完善

失业人员安置风险防控响应程序和处置措施，充

分运用免费技能培训、自主创业等渠道，积极稳

妥做好失业人员的分流安置。支持企业优化结

构、多元发展，利用现有场地、设施和技术，通

过转型转产、发展第三产业等，创造新的就业空

间，更多地安置失业人员。落实失业人员再就业

工作主体责任，有针对性地开展再就业技能培

训、就业指导、职业介绍、政策咨询等就业帮扶，

帮助失业人员尽早实现再就业。

第四节 加强退役军人就业扶持

持续加大退役军人技能培训、实习实训力

度，探索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模式，促进就

业创业。鼓励退役军人到城乡基层安置。按照规

定将退役军人纳入现有就业服务、教育培训等政

策覆盖范围。探索推广“先入校回炉、再就业创

业”模式，鼓励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报考高职学

校，落实招收、培养、管理等方面的扶持政策。

第五节 统筹其他重点群体就业

合理确定就业困难人员对象范围，对就业困

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成员开展实名制动态管理

和分类帮扶，确保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稳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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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继续实施对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零

就业家庭成员就业的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等优惠

政策。大力开发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一批通过

市场渠道难以实现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

家庭成员。加强社会救助与就业联动，对实现就

业的低保人员，在核算其家庭收入时，扣减必要

的就业成本，并通过“低保渐退”等措施，增强

其就业意愿和就业稳定性。完善按比例安排残疾

人就业办法，鼓励企事业单位招录（聘）安置残

疾人就业。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公平

就业。加强重点群体就业后续服务保障，强化监

测预警，确保就业局势持续保持总体稳定。

专栏 9：重点群体就业促进计划

01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

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完善精细化、差异化就业服务机制，提升毕业生就业能力，

支持毕业生创业创新，常态化开展专项招聘，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实名制就业帮扶。

02 农民工素质提升工程

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实施农民工素质提升工程等行动，努力促进农民工外出务工和就地就

近就业创业，五年累计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5万人，新增农民工等人员返乡下乡创业 6万人。

03 开展专项招聘服务系列行动

持续开展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招聘月、百日千万网络招聘等系列专项服务活动，创新活动的方

式，丰富活动内容，提升精准化服务能力，促进供需匹配。

第十章 健全服务体系，防范化解

失业风险

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

围绕标准化、一体化、信息化，加强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水平，提供更加方便

快捷、优质高效的就业服务，有效防范化解就业

失业风险。

第一节 推进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

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劳动者的就业创业公共

服务体系，完善普惠性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制

度，创新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供给模式和服务功

能。公共就业服务事项纳入全国一体化在线服务

平台，实现“一网通办”。积极推进县（区）、乡

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就业服务体系建设

和信息共享，实现公共就业事项“就近办”。

第二节 推进公共就业服务标准化

持续推进“放管服效”“减证便民”改革，

进一步压缩办事时限，提升就业服务质量。进一

步创新服务模式，建立公共就业服务规范承诺

制。进一步扩充服务手段，以公共就业服务管理

为重点，研制一批地方标准，规范公共就业服务

范围、服务内容、服务流程，科学确定各项服务

所需的设施设备、人员配备、经费保障等标准，

加快推进名称统一、标识统一、机构统一、柜台

统一的窗口服务品牌建设。

第三节 推进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化

推动公共就业业务信息共享和开放利用，实

现业务办理手段信息化、内容流程标准化、设施

机制均等化、服务模式一体化。打造“咱的驻马

店”APP 云平台，推动实现网上职介、网上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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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培训、网上监管、网上沟通等各项功能，提

升信息化处理能力。全面推广使用“互联网+就

业创业”信息系统，推动公共就业服务精准化、

便捷化。建立纵深防护和协作运营的网络安全保

障体系，增强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建立市场化的

公共就业信用服务网络平台，完善人才诚信体

系，建立失信惩戒机制。

专栏 10：公共就业服务提质计划

01 智慧化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建设计划

整合全局网站、APP、微信公众号等多渠道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加快推进 12333全省智能化、

多渠道建设，人工智能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实现人社全业务、全渠道公共服务的智能化、一体化管

理和对外服务。

02 建设人才一站式服务平台工程计划

整合各级各类人才政策，推进人才政策“一网查询”、人才业务“一网办理”。

03 档案管理服务信息化建设专项计划

加强市人才交流中心档案数字化信息建设，严格档案管理。利用三年时间建立档案信息数字影像化系

统，实现全市企事业单位档案数字影像化。打造依托政务服务网实现资源查询共享、档案信息开放加大的

档案管理数字化信息平台。推行档案登记备份法治化、规范化、常态化。

04 推进公共就业服务基层服务平台建设计划

完善街道（乡镇）、社区（村）服务平台，在人口密集的村和社区设置就业服务站，健全“15 分

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有条件的高等学校、职业学校开设就业服务相关学科专业， 提升公共就业服

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能力。

第十一章 优化就业环境，

提升劳动者权益保障水平

坚持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创新和

完善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体制机制，实现劳动关系

矛盾的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和综合治

理，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

稳定的劳动关系。

第一节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完善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加强和创新三

方机制组织建设。全面深入推行劳动合同制度，

完善劳动用工备案制度，巩固大中型企业劳动合

同签订率，提高小微企业和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

率。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进行定期排查，提前介

入指导重点关注企业，及时协调解决劳动关系重

大问题，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全面落

实规范企业特殊工时制度。规范小微企业劳动用

工管理，保障劳动者同工同酬。持续推行集体协

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深入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创建

活动，实施劳动关系“和谐同行”能力提升行动，

发挥集体协商协调劳动关系重要作用，稳定劳动

关系。建立劳动关系形势动态监测和分析研判机

制，探索建立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机制

研究。

第二节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法治化建设，

完善仲裁机构工作制度。健全裁审衔接与工作

协调机制，进一步提升多方联动化解和仲裁快

速处理能力。健全以信息化为载体的仲裁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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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质效管理体系，全面推进“互联网+调解仲

裁”服务平台建设，提高争议处理效能。推动

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工作机制建设。完善集体劳

动人事争议处理机制。加强基层调解组织建

设，推动各类企业普遍健全内部劳动争议协商

调解机制，重点指导规模以上企业建立调解委

员会。加强乡镇（街道）专业性劳动争议调解

中心规范化建设，初步实现仲裁队伍职业化、

专业化。

第三节 营造良好劳动环境

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能力建设，健全劳

动保障监察工作体系，厘清层级职责，加强队

伍建设和执法保障。发挥劳动保障监察“两网

化”作用，健全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联动处

理机制。深化劳动保障监察联动举报投诉平台

建设，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完善劳动保

障监察执法程序，健全劳动保障监察执法长效

机制。健全完善监察执法与司法衔接机制，严

厉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等违法犯罪行为。加

大监察执法和惩戒力度，消除欠薪案件存量遏

制增量。建立健全劳动保障守信激励和失信惩

戒机制，建立企业劳动保障诚信等级评价和重

大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制度，健全用人单位劳动

保障守法诚信档案。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

益维护机制。加大劳动保障监察能力建设，提

高根治欠薪效能。

专栏 11：劳动关系“和谐同行”千户企业培育行动

01 重点企业用工指导计划

建立规模较大企业用工指导服务机制，以用工规模较大、生产经营存在较大困难的企业为重点，

开展“和谐同行”千户企业培育行动，指导企业采取多种措施稳定工作岗位，发挥集体协商协调劳

动关系重要作用，引导企业尽量不裁员、少裁员，稳定劳动关系。“十四五”期间，培育 3家劳动

关系和谐企业。

第十二章 健全人力资源市场体系，

推进人力资源服务发展

充分发挥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设高标准人力资源

市场体系，推进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

进人力资源高效率流动配置。

第一节 健全高标准人力资源市场体系

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

场体系，降低人力资源服务业准入条件，打破就

业歧视，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促进劳

动力自由流动。有效整合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资源，努力构建覆盖城乡的功能完善、规范统一

的人力资源服务体系，提升人力资源市场服务功

能。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完善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信用评价标准和制度。健全流动人员人事档

案管理服务体系。

第二节 提升人力资源市场服务功能

加快实施人力资源公共服务建设工程，提高

人力资源市场管理规范化、专业化、信息化水平。

实施“互联网+人力资源服务”计划，鼓励人力



市 政 府 文 件 驻马店市人民政府公报（2022-6）

— 44 —

资源服务机构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

新技术进行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和产

品创新。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信息分析，建立健全

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人力资源供求预

测和信息发布制度。落实“双随机、一公开”、

年度报告公示等事中事后监管措施，持续开展清

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行动，整治非法劳务中

介。

第三节 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服务业作用

大力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推动都市圈人

力资源服务业协同发展，持续推进中国中原人

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驻马店基地建设，筹建发展

具有影响力的市级专业人力资源服务园区。鼓

励县（区）政府设立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资金，

在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建设、诚信示范机构

评选、骨干企业培养、服务产品创新等方面给

予资金支持。大力发展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

断提升服务层次、经营范围和辐射面、影响力，

在保障全市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实施

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促就业行动、人力资源服务

业助力乡村振兴行动。

第四节 培育地方特色人力资源服务品牌

以就业培训、提高劳动者技能为核心，培育

一批有地域特色、行业特征、技能特点的劳务输

出队伍，打造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效果好的人力

资源服务品牌。以脱贫地区为重点，支持欠发达

地区因地制宜发展吸纳就业效果好的富民产业。

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推动县、乡、村联动发展，促进产镇融合、产村

一体，持续打造“一村一品”“一镇一特”“一县

一业”，做好产业品牌建设和就业帮扶工作。逐

步发展做好“确山小提琴”“平舆防水和户外休

闲”“正阳花生”“中国渔都”等驻马店特色产业

人力资源服务，为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的活

力。

专栏 12：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行动

01 中国中原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驻马店基地

持续推进中国中原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驻马店基地建设，着力突出驻马店特色，充分发挥“集

聚产业、拓展服务、孵化企业、培育市场”功能，旨在打造全省一流的人力资源服务产业枢纽型基

地，“国际农都”人才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创新发展平台和人社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02 人力资源服务业提升计划

筹建发展具有影响力的市级专业人力资源服务园区，力争 2025年年底全市成立 4家，全市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增至 160家以上，其中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增至 140 家以上，从业人数 4275

人，服务用人单位 2380个，服务各类人才累计约 72万人，营业收入累计约 32亿元。

03 实施人力资源品牌打造工程

推进“一县一品牌”建设，重点打造“确山小提琴”“平舆防水和户外休闲”等人力资源服务

品牌建设, 形成驻马店就业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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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强化规划实施保障

实施驻马店市“十四五”人才发展、人力资

源开发和就业促进规划意义重大，必须广泛动员

各方力量，强化统筹协调，完善保障措施，确保

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第一节 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对规划实施的统筹协调和宏观指导，制

定规划目标任务分解落实方案和重大项目实施

管理办法。建立规划考核、评估机制，加强规划

与年度计划的有效衔接，把重点指标的完成情况

作为考核县（区）、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全

面保障改善民生问题的重要依据。把规划放在经

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将各项工作纳入各

级政府部门目标责任考核体系，建立规划实施的

组织协调机构，成员单位密切合作，形成各方参

与、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第二节 加强要素保障

坚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相适应，推动政策资源、公共财政投入同

人才、人力资源开发、就业工作基本公共服务

需求相适应，支持重大项目实施，保障公共服

务机构建设和正常运转。积极探索多元化资金

投入方式，引导带动社会资本在人才、技能培

训、就业创业等方面发挥作用。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强化审计监督，盘活存量资金，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

第三节 健全工作机制

健全统一管理、分工负责的统计工作体

制，畅通数据采集渠道，建立现代统计调查

体系。搭建统计分析交流平台，完善统计分

析和决策咨询机制。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

术提高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全面

性。健全规划实施统计监测评估机制，强化

对规划实施情况的跟踪监测和情况分析。加

强宏观监控，建立和落实规划实施工作责任

制，有关责任单位要对本部门、本地区年度

落实规划情况进行统计和评估，及时发现问

题，及时制定改进措施。

第四节 加强宣传引导

加强与宣传、网信等部门信息对接，建立

健全重大舆情沟通与应急处置机制。将宣传工

作与规划的实施紧密结合，同步策划，同步安

排，同步落实。加大新闻发布力度，做好政策

宣传解读。建立完善舆情应急预案，及时回应

社会关切，积极营造有利于规划实施的舆论氛

围。积极探索新媒体平台的推广和应用，赢得

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营造有利于规划

实施的良好舆论氛围。加强基础理论和应用研

究，发挥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作用，为事业发展

提供系统科学的理论指导、决策参考和技术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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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驻马店市深化“院士经济”发展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工作方案的通知

驻政办〔2022〕39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各部

门：

《驻马店市深化“院士经济”发展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工作方案》已经市政府研究通过，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2022 年 5 月 18 日

驻马店市深化“院士经济”发展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工作方案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人才强市战略，努力

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汇聚一流创新人才，进一步

深化“院士经济”发展，打造产业发展的强引擎、

策源地，让更多的院士及团队继续更好地服务驻

马店经济发展，结合驻马店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聚天下英才而用

之”的人才思想，大力实施人才强市战略，进一

步发展“院士经济”，集聚高层次人才、产业链

有关企业、资本，协同创新，努力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实现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大幅提升。

二、工作目标

围绕我市主导产业和重点产业发展，进一步

引进国内外高水平院士以及创新创业团队，通过

院士引领的创新创业活动，努力把驻马店打造成

高端人才和优势产业集聚“高地”，以“院士+

平台”“院士+项目”“院士+人才”等“院士+”

为引擎，积极开展“院士驻马店行”活动，大力

发展“院士经济”，逐步把院士“才富”演变为

天中“财富”，实现“引进一个院士，带来一个

团队，培养一批人才，带强一个产业”的集聚效

应。以“院士经济”引领我市经济发展，为驻马

店高质量跨越发展厚植科技优势、提供强力支撑。

三、工作重点

（一）支持院士创办企业

1.对院士创办的独资或者控股企业（含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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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股），以该企业为主体投资建设产业化项目的，

且对驻马店市产生显著经济效益的，按照新增投

资额的 30%，由受益地财政给予院士及其团队最

高不超过 1000万元的资金补助。对院士重大项

目纳入省级以上重点保障项目用地清单。（牵头

单位：市工信局；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财政

局、市科技局、市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各县区）

2.对院士参股（含技术入股）但不控股的企

业，在对驻马店市产生显著经济效益的，按照院

士新增出资额的 40%，由受益地财政给予院士及

其团队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的资金补助。（牵

头单位：市工信局；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财

政局、市科技局、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区）

3.对院士在我市投资创业，引进产业发展急

需、拥有关键技术和成果、且对驻马店市产生巨

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企业或者项目，采取一事一

议，由受益地财政给予最高 5000 万元的启动资

金或者股权投资支持。（牵头单位：市人才办；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产投公司、市城投集团、

市农产园公司、市豫资公司、市发改委、市科技

局，各县区）

4.对全职引进和新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工程院院士，给予 100万元安家费，提供 500万

元的科研启动经费，每年给予 2万元岗位津贴。（牵

头单位：市人才办；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

（二）支持院士科技成果产业化

5.对院士的科研成果通过出让在驻马店市转

化，且该成果为国内首次实现产业化的，综合考

虑实际产出增量，且对驻马店市产生显著经济效

益的，按照技术合同交易额的 10%，由受益地财

政给予院士及其团队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的资

金补助。（牵头单位：市科技局；责任单位：市

工信局、市财政局，各县区）

6.对院士牵头组建，新获批的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按投资额的 30%由受益地财政给予最高

不超过 100万元资金补助；院士牵头组建并管理

使用的科学实验室，新获批为国家实验室后，由

受益地财政给予最高 500万元资金补助；对建立

院士工作站的，由受益地财政给予 50万元奖励。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市科技局；责任单位：

市税务局、市财政局，各县区）

7.对院士及其团队投资建设且符合国家和省

重点支持方向的项目或者企业，优先申报国家和

省相关专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优先安排市级

工业转型、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等专项资金。（牵

头单位：市发改委；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科

技局、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各县区）

（三）支持院士参与创新平台建设

8.支持院士及其团队科技成果和重点项目在

驻马店市转化落户，打造产业创新平台。重点支

持在我市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以及中

国（驻马店）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中国药

谷”投资创业。（牵头单位：市发改委；责任单

位：市工信局、市科技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卫

健体委、市人社局，各县区）

9.支持院士及其团队参与工程技术研究、科

技成果转化、创新创业服务等功能性平台建设。

围绕重大产业化课题项目联合开发与创新。重点

支持制造业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

中心、技术创新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等领域投资

建设。对通过认定的国家级和省级平台，按照《驻

马店市支持科技创新发展若干财政政策措施》给

予奖励。（牵头单位：市科技局；责任单位：市发

改委，市工信局、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各县区）

10.支持院士及其团队围绕驻马店新动能培

育和新兴产业发展需求，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平

台，为企业、园区的技术创新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培养科技研发人才，为政府产业政策决策提供智

力支撑。（牵头单位：市科技局；责任单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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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

四、建立市级领导服务协调机制

驻马店市深化“院士经济”发展，推进产业

转型升级工作由市政府统一领导，各级政府统筹

推进，分级建立工作机制，着力为“院士经济”

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成立驻马店市深化“院士

经济”发展，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工作指挥部（见

附件），市政府市长任指挥长，常务副市长任常

务副指挥长，市政府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任副

指挥长；市直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

责同志为成员。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

市科技局，市政府分管副市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市政府办公室分管副主任、市科技局局长任办公

室副主任，确保工作统筹有力、协调有序、推进

有效。建立市政府市级领导服务联系院士制度，

市政府分管副市长根据工作分工结合院士行业

领域服务院士工作，深化“院士经济”发展，推

进产业转型升级。（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五、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

优化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营造

贸易投资便利、市场竞争公平、行政审批便捷、

政务服务规范、法治保障有力的“院士经济”发

展环境。

（一）市、县（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推

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化改革，

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完善要素交易规则和服

务体系，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

效率，激发市场主体创造力和市场活力，增强发

展内生动力，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责任

单位：各县、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

（二）市、县（区）人民政府结合实际，制

定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具体办法，为吸引、留住、

用好人才提供政策支持；根据企业发展状况，实

行产业链链长制，通过链长制解决产业链完善发

展中存在的重大问题。（责任单位：各县、区政

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三）县（区）人民政府建立统一的综合政

务服务大厅，实行综合窗口受理、限时办结、首

问负责、一次性告知、容缺受理等制度，实现一

窗通办、一次办妥。（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四）县（区）人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引

导并支持企业和大中专院校、科研院所深度合

作，推进产学研融合协同创新，着力打造科技创

新人才高地，培养高技能人才。（责任单位：各

县、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

（五）县（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加大对

企业创新扶持力度，推进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促

进企业与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合作，提高科技成果

转化率。（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六）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支持企业申报

国家、省重点科技创新项目，为高新技术企业及

各类科技创新平台提供资金支持。（责任单位：

各县、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

（七）符合产业发展规划，用地集约且投资

强度达到规定标准的工业项目，并在招商引资协

议中明确投入产出约定、确定土地退出机制与未

达产达效履约补偿机制后，土地出让底价可按不

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

最低价标准》的 70%执行。对投资规模、辐射力、

带动力、贡献率大的高新技术、科技研发等企业，

设立独立法人的，经“一事一议”可以比照工业

用地标准执行。（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