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作腾云数字经济产业园：

创新招商 精准服务
打造产业融合发展新高地

东方 今 报
T
2022 年 9 月 23 日 星期五
新闻热线：
0371-65830000

网约乘车、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
数据……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跨越
式发展，数字化的“智慧因子”正在悄然
改变着市民的生活。
位于焦作市示范区的腾云数字经
济产业园自开园以来，从这里涌现出的
一批又一批优秀创新企业，让美好的想
象成为现实。作为数字经济相关企业
的孵化平台，腾云数字经济产业园以招
商引资及企业服务为抓手，围绕主导产
业，多渠道、创新式开展招商引资工作，
不断夯实发展基础、厚植发展后劲。目
前，该园区已经成为示范区促进科技创
新，推进产业融合发展的新高地，引领
焦作数字经济产业蓬勃发展。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杨继盈

焦作腾云数字经济产业园（二期）鸟瞰图

创新招商 围绕数字经济迎来“果满枝头”
走进焦作市示范区腾云数字经济产业
园，一栋栋聚集着诸多优质企业的写字楼让
人眼前一亮，一棵棵生机勃勃的绿树让人心
情舒畅。
腾云数字经济产业园于 2015 年开园运
营，占地 80 亩，建筑面积 8 万平方米，是焦
作示范区以云计算和大数据、人工智能、检
验检测等新型服务业态为主导产业，
鼓励科
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
“刚开始的时候，
关于公司注册在哪里，
我犹豫过。
”在腾云数字经济产业园，
焦作市
智慧养老服务中心的负责人马陇向记者坦
言，不过当他在其他地方考察过后，最终还
是决定落户焦作腾云数字经济产业园。事
实证明，他当初的决策没有错。腾云数字经
济产业园不仅为其提供了舒适的场地，
并用
真诚的服务、优厚的政策让他们在一个月的
时间实现了
“拎包入住”
，十分顺利地开展了
后续工作。
据介绍，该园区积极围绕大数据、云计
算、智能制造和检验检测等主导产业，创新
招商方式，多渠道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发挥

企业的资源优势，
积极开展定向招商和产业
招商；发挥浪潮的带动作用，积极对接大数
据上下游企业；
发挥中方检测和京油润道等
企业的资源优势，
积极运作引进一些检验检
测和实验室建设项目；
认真分析各个行业企
业转型现状，采取走出去，辐射周边地区和
经济发达地区，积极跟踪洽谈，促成意向项
目快速签约……
园区积极利用平台招商。对原有众创
空间进行升级改造，
引进专业运营团队负责
众创空间的运营和管理，截至目前，运行效
果显著，
众创空间入住率已达到 100%，
建成
当年就被省科技厅认定为
“省级众创空间”
。
截至目前，
该园区共引进浪潮云计算中
心、焦作市智慧养老服务中心、滴滴焦作办
事处、焦作市信产投、中方检测、京油润道、
华表仪控、蜂鸟无人机、国药器械、海王药业
等 140 余家市场主体，吸纳就业超 800 人。
逐渐形成以大数据为基础，数字化平台、智
能制造和检验检测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围绕数字经济创新招商方式，
该园区迎
来了
“果满枝头”
。

精准服务 提升科技创新、陪伴企业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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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们无微不至的服务，帮助企业
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 个，企业申报专利
与科技局、人社局、税务局等部门沟通，
我们
13 项、软件著作权 16 项。同时，园区积极
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这么顺利地通过认
配合区科创局成功申报科技资源支撑型特
定。”园区企业中方检测成功通过了国家级
色载体项目，共争取到特色载体专项资金
高新技术认定后，该公司负责人高兴之余，
800 万元，在规范高效使用专项资金的基础
真诚地对腾云数字经济产业园负责人郑晓
上，
申报的两个特色载体项目均已全部建设
东及园区员工表示感谢。
完成并开始运营。其中全国首家实验室集
“作为园区，我们按照区优化营商环境
成装配一站式体验中心项目首次提出实验
方面的工作部署，积极打造
‘五心’
级企业家
室产业的创新理念，
通过技术集成整合实验
园，即以全程高效的服务让企业省心 、以
室产业资源，
受到了科技部火炬中心的高度
细致完善的配套让企业舒心、以优质专业的
认可和好评。
物业让企业放心、以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企业
此外，该园区通过微信公众号、上门服
开心、以严谨自律的行为让企业安心，不断
务等方式宣传财税政策、人才引进政策、职
弘扬
‘园区·家’
文化，
为企业提供最贴心、最
称申报程序等；
针对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融资
快捷的服务，现在很多企业已经享受到了我
难的问题，
园区与智慧金服签订双创特色载
们服务带来的红利。”该园区负责人郑晓东
体金融服务合作协议，
为园区中小企业提供
表示，该园区着重提高企业服务成效，树立
规范、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在日常工作
腾云数字经济产业园数字化形象和品牌。
中，该园区还不断提升员工的学习能力，增
安排专人、精准地帮助企业开展高新技术企
强服务意识，快速回复企业提出的问题，切
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以及各类项目申
实解决企业关注的焦点难点问题。
报工作，不断鼓励和支持企业实现科技创新
保姆式的服务实现了零投诉，得到企
和产品升级，积极推进院地、校地合作。积
业的一致好评。该园区也先后获得了“河
极与市市场监管局、市中院联系，成功引进
南省众创空间”
“河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实
焦作市知识产权调解委员会和知识产权工
践示范基地”
“省级创业培训示范基地”
“省
作站，可直接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方面的咨
级现代服务业专业园区”和“焦作市留学人
询和纠纷调解服务。
员创业园”、河南省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
目前园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8 家，科技 “双创”基地、
“ 焦作市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型中小企业 38 家，各类实验室 10 个，各类
等荣誉称号。今年 6 月份，园区成功入选
专家技术团队 8 个，企业拥有专利及软件著 “省级中介服务园区”培育名单；今年 9 月
作权 100 余项。
初，园区成功入选省工信厅首批“省级大数
其中，仅去年，该园区就成功认定科技
据示范园区”培育名单，为焦作市首家也是
型中小企业 27 家、高新技术企业 5 家，新增
唯一一家。

谋划发展
践行低碳理念、打造绿色园区
“这里的屋顶是太阳能板，
可以为园区提供光
伏发电，
大大降低用电成本；
这是正在谋划和洽谈
的地源热泵项目，建成后依靠消耗少量的电力驱
动热泵机组利用水循环完成制冷或供热循环，能
实现制冷和供暖或制备热水的要求……”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该园区不仅精准定
位，努力把园区建设成为一个低碳环保型数字经
济产业园；
还提高站位，
精心谋划好园区未来发展
前景——在做好招商引资工作的同时，筛选了一
些成长性较好的中小企业和优质项目，通过参股
等形式投资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实现园区的自
我经营，
良性发展。
“地源热泵项目建成后，
整个园区的写字楼不
用安装中央空调和使用集中供暖设备就能实现冬
暖夏凉，
十分符合我们打造绿色园区、绿色低碳的
环保理念。同时，
着眼园区可持续发展，
如果能同
时尝试开展一些项目申报等增值服务，或是通过
投资一些高成长性企业，
增加经营性收入，
能自己
‘造血’，才是园区更为长远的发展之路。”郑晓东
说。
为了有效拓展企业发展空间，完善园区配套
服务功能，示范区管委会还高标准谋划建设园区
二期工程。二期工程总投资 5.5 亿元，占地 70 亩，
建筑面积 11.6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大数据产业
中心、检验检测认证中心、人工智能孵化中心等板
块，
打造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生态圈，
搭建以数字
经济促产业升级的新平台。截至目前，二期建设
项目进展顺利，预计明年 4 月份交付使用。项目
建成后，总孵化面积达 20 万平方米，服务功能更
加完善，
将为企业创造更加优美舒适的发展环境。
跨越数字鸿沟，
赋能数字怀川。今后，
腾云数
字经济产业园将继续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
化”为目标，以平台建设促创新、带产业、引人才，
在实现智慧化园区的基础上，不断加强数字化企
业服务平台建设，立足示范区，辐射焦作市，力争
打造全省领先的科技企业孵化器。牢记新时代的
发展使命，为加快实现示范区“25311”远景目标
和焦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园区力量。
图片由腾云数字经济产业园提供

云计算中心落户焦作腾云数字经济产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