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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秋高气爽，在西安高新

区东大街道郭南村贫困户李浩的辛勤

耕耘下，他家的葡萄再次取得丰收。

收入提高，信心增加，看着孙子背着书

包走进学校上新年级，李浩老俩口哽

咽着向东大街道帮扶干部黄晓晨连连

感谢。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看着一年多

来李浩家的变化，黄晓晨心里由衷感

到高兴。脱贫攻坚工作渐近收尾，而

李浩家的幸福生活已扬帆起航。

2019年2月，黄晓晨成为李浩一家

的帮扶干部。据黄晓晨介绍，李浩今

年已69岁高龄，却是家里的“顶梁柱”，

老伴侯淑芹患有胃癌正保守治疗，需

要长期服药，每年的医药费就是家庭

的一大笔支出。李浩的儿子儿媳都有

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孙女孙子正在

上学。在脱贫攻坚工作开展前，李浩家

中一贫如洗，而李浩承担着这个家庭全

部的压力，渐渐也对生活失去信心。

“面对生活的苦难，除了运用国家

政策对贫困户开展帮扶外，如何帮助贫

困户树立生活的信心，激发他们的生活

热情，其实更为重要。”黄晓晨吐露了参

加脱贫攻坚工作以来的心得。在他看

来，虽然贫困户的致贫原因不同，但“信

心”这一良方却具有普适性。

在帮扶过程中，黄晓晨先是不断对

李浩的家庭做心理辅导，增强他们生活

的信心。“平常家里根本没有人，老人从

早到晚在地里干农活。入户几次后才

发现，只有中午 11点到 12点吃饭时间

家里有人。”黄晓晨完全摸索出李浩家

的生活规律，每次入户前，黄晓晨都会

在 10点前处理完手头的工作，在 11点

左右到达李浩家进行入户走访。

随着对李浩一家的深入了解，黄

晓晨发现，两个孩子十分聪明，孙女的

学习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孙子的成绩

也十分优秀，而这不正是家里的希望所

在吗？在工作之余，黄晓晨便常常到李

浩家里，给两个孩子买营养品和学习用

品，询问他们的学习和生活近况，给他们

辅导作业。在和李浩老俩口的深入沟通

中，黄晓晨以孩子为切入点，不断开导，

在老俩口心头点燃希望。

在帮扶期间，村干部及黄晓晨为

李浩特殊协调了一份村里保洁的工

作，为李浩家又增加了一份收入。李

浩本人也十分勤恳，虽然年迈，但每天

早出晚归，勤勤恳恳地打扫着街道，获

得村民的一致好评。黄晓晨还不时帮

助李浩一家打理葡萄园和家务。根据

国家政策，黄晓晨先后为李浩家办理

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为李浩老伴办

理了大病救助。虽然只是落实政策，

但对于李浩一家而言，不仅节省了医

疗开销，而且还有了入账。李浩家的

葡萄丰收，黄晓晨还帮忙联系企业，帮

助李浩卖葡萄。家里的经济不拮据，

老俩口的眉头也舒展了。2019 年，在

黄晓晨的帮助下，李浩一家的葡萄收

入达到5000元。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由于不

能随便出入，黄晓晨十分担心李浩一

家的生活受到影响，赶忙联系了郭南

村村干部，自掏腰包委托村干部为李

浩家购置米面油，以保障他们的基本

生活。疫情结束后，黄晓晨第一时间

来到李浩家中，看望二位老人与孩子

时，李浩拿出自己榨的菜籽油想送给

黄晓晨表示感谢。黄晓晨没有收，他

对李浩一家讲：“这个油我肯定是不能

要的。您能卖就卖掉，为家里换一份

收入。”

“作为一名党的干部，我只是做了

最普通的事，能给到贫困户帮助，给他

们信心，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坚

定了坚持下去的信念。”黄晓晨说。

黄晓晨只是西安高新区众多优秀

扶贫干部中的典型代表。他不忘初心

帮扶贫困户，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为

脱贫攻坚行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据了解，为提升扶贫成效，西安高

新区扶贫干部与贫困户结对帮扶，通

过多种扶贫方式，增强贫困群众脱贫

致富的信心和决心，帮助各村贫困户

建立生活生产新模式，全力推动脱贫

攻坚工作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 近日，2020 全球创投峰会

在西安高新区举行。由西安市委、市政

府主办的本届峰会，以“重构与新生”为

主题，资本+产业为脉络，采用线下+线

上、对接+论坛相结合的形式进行，邀

请到百位全球丝路创投联盟的成员单

位参与，汇聚了万亿级的创投资本。线

下组织闭门座谈会、高端峰会、融资直

通车为百余位与会嘉宾提供了更精准

的交流场景，碰撞思维火花与建立合作

机会。

峰会期间，清科研究中心连续第二

年发布了年度中国城市科技金融发展

指数。在 2020 年度指数中，北京、上

海、深圳、杭州、广州、南京、武汉、成

都、西安、天津分列前十。《西安高新区

经济生态生产总值（GEEP）》同期发布，

该成果是西安高新区创建国家级硬科

技创新示范区，推动实现绿色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举措，西安高新区将以此次

“GEEP”发布为契机，将绿色低碳循环

理念融入硬科技创新示范区建设和高

质量发展实践中，走出一条以绿色发展

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峰会上，由百余位投资人初评及几

十位专家评审筛选，从 1513 家参选项

目 中 评 选 出 的“2020 西 安 未 来 之 星

TOP100”及“西安龙门榜 TOP20”揭

晓 。 其 中 ，在“2020 西 安 未 来 之 星

TOP100”榜单中，有 43 家企业蝉联上

榜，12 家企业排名大幅提升，奇芯光

电、小白兔口腔、因诺科技、大衡天成、

欧卡电子 5 家企业均在近一年内斩获

新 一 轮 融 资 。 2020“ 西 安 龙 门 榜

TOP20”中，有 5 家企业是从“2019 西安

未来之星 TOP100”中晋升上来，分别

是龙腾半导体、中科微精、荣信教育、新

通药物、中熔电气，同时艾索信息、易点

天下、陕西斯瑞、万德能源等多家上榜

企业也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筹备上市

中。此外，由清科集团旗下中国创业与

投资专业门户投资界发起，综合多维

度，评选出 100 家技术硬、精神硬、志气

硬、实力硬的投资界“硬科技 TOP100
榜单”也于峰会期间发布。

此外，峰会现场还同步举办了重点

项目集中签约暨西安市上市企业协会

揭牌仪式。当天，西安高新区共签约

11 个重点项目，涉及金融科技、生物医

药、高端装备、研发中心、智能制造及城

市 功 能 六 大 领 域 ，投 资 总 额 约 68 亿

元。 谢雨欣

本报讯 近日，“屏山县科技企业

孵化器建设大会暨中国火炬创业导师屏

山行活动”在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举

办。此次活动是中国火炬创业导师行

首次在县级行政区域举办，积极助力

屏山县科技扶贫工作。

科技部火炬中心四级职员段俊虎

表示，在县级层面推动孵化器建设，对

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带动产业转型

升级至关重要。近年来，抓县域创新

驱动已经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

要内容，其中创业孵化作为一项重要

举措，已经在许多地方取得了实质成

效和成功经验。段俊虎希望屏山县坚

持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努力做好科

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工作：一是省、市、

县各级要高度重视县级孵化器建设，

在资金、技术、人才、服务等方面全方

位支持屏山县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

形成产业造血能力，持续助力脱贫攻

坚；二是屏山县要在科技企业孵化器

建设方面加强与其他地区的交流合作，

并建立长效机制；三是要结合县域产业

发展的需求以及扶贫、脱贫的特点，不断

深度挖掘好项目、好团队、好企业，为产业

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

活动现场，北京创业孵育协会理事

长颜振军，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CEO王

健，启迪之星（四川）执行总经理宋志

刚，河北省科技企业孵化协会秘书长

李靖，北京闪送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

始人于红建，四川轻化工大学党委副

书记、校长庹先国，宜宾学院党委常

委、副院长王如渊等 7 位创业导师分

享创业心得，与创业者进行面对面交

流，为创业者们分析创业发展中可能

遇 到 的 困 难 和 问 题 ，并 现 场 答 疑 指

路。随后，科技部火炬中心孵化器管理

处负责人向屏山县科技企业孵化器赠送

了相关专业书籍。

近几年，“中国火炬创业导师行”在

大连、洛阳、延安、澳门等地相继开展，目

的是提升各地科技企业孵化器服务能

力，加强资源对接和交流，为科技型中小

微企业、创业者提供持续性、导向性、专

业性、实践性的辅导服务。 姚雯

“中国火炬创业导师行”
首次走进县域开展科技扶贫活动

黄晓晨：让贫困户重拾生活信心
▶ 本报记者 刘琴

2020全球创投峰会
在西安高新区举行

本报讯 2019年度北京市科学

技术奖励大会日前在北京举行。薛

其坤和胡伟武2人荣获突出贡献中关

村奖，摘得北京科学技术最高奖桂

冠；文再文、江颖、郭玉国、卫彦、徐烨

烽、陈鹏6人荣获杰出青年中关村奖；

乔斯特·乔纳斯、马克·梵·洛斯德莱

特、欧利伟 3人荣获国际合作中关村

奖。这是北京市科学技术奖首次设

立突出贡献中关村奖、杰出青年中关

村奖、国际合作中关村奖。

此外，2019 年，北京市科学技术

奖首次分设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

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共154项成果获

奖。包括自然科学奖15项，其中一等

奖 5 项，二等奖 10 项；技术发明奖 12
项，其中一等奖 6 项，二等奖 6 项；科

学技术进步奖 127 项，其中特等奖 1
项，一等奖33项，二等奖93项。

这些获奖成果服务创新型国家

建设，支撑北京高质量发展，为北京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积蓄了新动能。

据了解，突出贡献中关村奖旨在

奖励在科学研究中取得重大发现，推

动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或者在关键

核心技术研发中取得重大突破，创造

巨大经济社会效益或生态环境效益

的个人。

突出贡献中关村奖获得者薛其

坤多年如一日刻苦科研攻关，潜心扎

根基础领域，在物理世界不断探索、

不断突破，攀登一座又一座高峰，为

科学发展贡献了力量。薛其坤是公

认的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中国科学

院院士，任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

院长、清华大学副校长。量子反常霍

尔效应是一个全新的物理效应，薛其

坤在世界上首次实验实现了量子反

常霍尔效应，这是近十年国际凝聚态

物理领域的重要发现之一，在国际上产

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薛其坤还在钛

酸锶衬底上的单层铁硒薄膜中观察到

了远超体相材料的超导转变温度，在高

温超导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突出贡献中关村奖获得者胡伟

武坚持 20 年扎根信息产业的基础

——中央处理器（CPU）领域，始终不

忘科技报国初心，为我国CPU技术的

发展和产业化作出了突出贡献。胡

伟武是著名的计算机领域专家，担任

龙芯中科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是我

国第一颗通用处理器龙芯的总设计

师。他坚持自主研发，主持研制成功

了龙芯系列芯片，实现了我国CPU关

键技术的突破，并已应用于电子政

务、工业控制等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关

键领域。基于龙芯 CPU 带动了上

下游产业的发展，有力促进了我国自

主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

的形成。

杰出青年中关村奖旨在奖励具

有引领未来科技发展巨大潜力的青

年科学家。首届杰出青年中关村奖

涌现了各个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后起

之秀、青年才俊，他们在各自领域已

崭露头角。杰出青年中关村奖获得

者文再文是北京大学研究员，解决了

复合函数优化和流形优化中几个重

要算法设计和理论分析难题，发展了

随机半光滑牛顿法和正则化牛顿法，

成果成功应用于机器学习与数据科

学中，推动了运筹学和相关应用数学

领域的发展。杰出青年中关村奖获

得者陈鹏是北京北方华创微电子装

备有限公司射频工程中心总经理，他

带领团队开发的射频等离子系统成

功应用于国产刻蚀和PVD设备，并实

现量产，相关设备已进入我国中芯国

际等主要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打破了

国外垄断。 晁毓山

本报讯（记者 李争粉）近日，以

“地理智慧 链接未来”为主题的 2020
GIS 软件技术大会主题大会在北京国

际会议中心举办。会上，众多院士专家

为地理信息产业创新发展“把脉”。

科学技术部原部长、中科院院士徐

冠华表示，要下决心加强GIS基础软件

关键技术的自主研发、充分发挥企业在

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大力开发GIS软件国

际市场等方面发力，让地理信息技术更好

地助力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创新。

徐冠华表示，我国 GIS 软件在国外

的品牌影响力、市场占有率还不足，需要

政府和企业高度重视国际品牌建设和市

场开拓，把优质的中国GIS产品和服务

带到国外。

中国测绘学会理事长宋超智表示，

地理信息企业是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创新

主体，企业整体技术创新的能力，直接或

者间接影响着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而

技术创新的价值，最终在应用，应用实践

是检验技术创新的标准。以超图为代表

的 GIS 软件企业，在 GIS 关键技术领域

做出了很多的创新，并与业内同行做出

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应用和探索，非常值

得肯定。

超图集团董事长钟耳顺表示，基础

软件是信息技术之魂，GIS 基础软件是

地理信息应用的根。要在GIS关键性的

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就要付出更加艰

辛的努力。同时，必须瞄准未来，需要对

新技术、新概念和新思想保持高度的敏

锐，促进GIS与其的融合，形成更强大的

生命力。

会上，SuperMap GIS 10i(2020)正式

发布。据了解，自 2000年发布第一代产

品至今，SuperMap GIS 已问世 20周年。

在 SuperMap GIS 10i(2020) 中，超图软

件提出了最新的GIS基础软件五大技术

体系（BitDC），即大数据 GIS、人工智能

GIS、新一代三维 GIS、分布式 GIS 和跨

平台 GIS 技术体系，丰富和革新了 GIS
理论与技术，为各行业信息化赋能更强

大的地理智慧。

此外，超图软件与腾讯地图在会上

举行战略合作启动仪式，双方将在产品

层面深入合作，加速推进互联网地图服

务与地理信息系统 (GIS)软件结合，共

同推动“数字生态底盘”发展落地；腾

讯地图将开放其地图基础数据、位置

大数据、LBS 服务能力，与超图软件在

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在线地图服务等

领域开展合作；双方将整合优质资源，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市场、项目合作，将

地理智慧相关应用推向深入。

超图集团总裁、董事宋关福认为：

“双方合作是一种很好的互补，超图需要

腾讯地图大数据，这样在做诸如智慧城市

解决方案的时候，可以充分运用其大数据

分析的价值。同时，我们的GIS 基础软

件，可以为缔造智慧城市底盘提供强大

的技术支撑。”

北京科学技术最高奖“突出贡献中关村奖”首奖颁出

院士专家为地理信息产业
创新发展“把脉”

本报讯（记者 崔彩凤） 近日，

第 14 届北京发明创新大赛颁奖会成

功举办。本届创新大赛共有来自全国

24 个省区市的 2095 个项目参与了网

上报名，经组委会审查，符合参赛条件

的项目达1759项。

经 89 位专家的网上初评、7 组专

家小组讨论、28位专家大会审核等多

种形式的专家评审，通过初赛、复赛、

决赛、公示等多个环节，最终评选出发

明创新奖 230项（特等奖 1项、金奖 20
项，银奖 70 项，铜奖 139 项），入围奖

729 项。同时，有 12 家单位在本届大

赛设立了专项奖，56项各具特色的参

赛项目获得奖励。

在参赛项目中，提出有后续服务

需求的项目有 1147 项，占项目总数

65.19%，其中多项需求的项目有 554
项，占需求项目总数的 48.34%；需要

技术转让单项需求的项目 457 项，占

需求项目总数的 39.88%，其他单项需

求项目共 136 项，占需求项目总数的

11.78% 。参赛项目旺盛的服务需求，

达到历届大赛之最，成果转化的服务

需求明显高于其他需求，充分体现出

创新主体对成果应用的渴望。

中国发明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余华荣为特等奖获奖者颁奖并

讲话，充分肯定了北京发明创新大

赛在鼓励引导大众创新、营造社会

创新环境方面的积极贡献。2020 年

是不平凡的一年，全球性的疫情蔓

延，全国各地同心抗疫，各地曾经一

度停工停产，但参会的获奖者热情

洋溢的神情告诉我们，大众创新的

脚步没有停歇，这是全国科创中心

建设的社会基础，也是大赛长盛不衰

的根本。

北京发明创新大赛评选出发明创新奖230项

黄晓晨为李浩的孙子辅导功课 图片来源：西安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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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全国工商联主办

的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峰会在北京

举办。此次峰会揭晓了“2020中国民营

企业500强”系列榜单，发布了关于中国

民营企业 500强的调研分析报告。分析

报告显示，此次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入

围门槛为202.04亿元。我国民营经济发

展呈现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发展新动

能不断增强等亮点。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是分析报告的

亮点之一。近年来，智能化、物联网、大

数据等新兴技术不断推动产业变革，我

国消费结构、企业生产方式等也发生了

明显变化，一大批民营企业主动顺应国

内外经济新形式，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

整，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贡献了力量。

分析报告显示，制造业依然是民营

企业 500 强的主导产业，但第三产业入

围企业数量从2015年的137家增至2019
年的164家，占500强比例为32.80%。

分析报告的另一大亮点是民营企业

技术创新能力稳步提升。从研发费用情

况看，2019 年，研发费用排名前四位的

企业均超过 100 亿元。分析报告还显

示，民营企业500强中，研发人员占员工

总数超过 3%的企业达 321家，其中超过

10%的企业有 186家。研发经费投入强

度超过3%的企业达59家，其中超过10%
的企业有5家。华为和浙江吉利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研发投入位居第一、第二位，

分别达 1316.59 亿元和 207.30 亿元。民

营企业500强中，有402家企业的关键技

术主要来源于自主开发与研制，占 500
强企业的80.40%。民营企业500强有效

专利数量增长 8.46%，国际专利数量增

长明显。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实施专

业化能力提升工程和大中小企业融通发

展行动计划，支持民营企业在 5G、工业

物联网、人工智能、新材料、高端装备等

领域参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发布会

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

志峰说。

不过，分析报告也指出，2019年，影

响民营企业发展的因素仍然表现在用工

成本上升、融资难融资贵等方面。其中，

用工成本上升连续6年成为影响民营企

业 500 强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此外，民

营企业 500强希望统筹安排产业链上下

游政策优惠，加快出台鼓励企业创新的

税收优惠政策；希望出台针对企业不同

融资需求的差异化融资政策、创新贷款

担保方式及抵质押物类型、为暂时出现

经营困难的企业提供延期或展期等服

务。 易舒冉

我国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稳步提升

图片来源：北京发明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