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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省政府国资委出台工作方案

全力助推
“四强”
行动提速加力
本报讯（新甘肃·甘肃日报
记者王占东）省政府国资委近日
印发落实
“四强”行动工作推进方
案，要求省属国资国企系统在抓
好自身改革发展、提升经营质量
效益、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
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同时，充分
发挥省属企业的比较优势和引领
带动作用，深度融入“一核三带”
区域发展格局，
全力助推强科技、
强工业、强省会、强县域
“四强”行
动提速加力。
围绕强科技，健全省属企业
研发投入刚性考核、研发经费视
同利润加回等激励约束机制，强
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企业
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增强自主创
新能力，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
新机制，加大行业共性技术、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力度，促进创新链

同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政策
链深度融合，为全省高水平科技
创新提供支撑。根据方案，省属
企业
“十四五”期间研发投入年均
增速不低于 10%，通过实施创新
型 企 业 培 育 三 年 行 动（2023—
2025 年），着力打造 500 户左右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
拥有创新创业高层次人才团队的
创新型企业。持续加大与中科院
兰州
“一院三所”等科研院所和高
校合作力度，深化技术课题联合
攻关、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研发平
台共享协同、科技人才互动交流，
共同打造原创技术
“策源地”
。
围绕强工业，
发挥省属
“链主”
企业牵引作用，
落实产业基础高级
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
“1+N+X”
政策体系，加大传统产业改造提
升，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加快延链

补链强链，
打造更多产业集群，不
断增强省属企业对工业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支撑作用。重点实施国
有资本布局结构优化调整“6+1”
行动，
打造有色金属新材料、动力
电池材料 2 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和
先进钢铁材料、
新能源、
装备制造、
煤化工、
铝材深加工、
中医药等 10
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围绕落实
“双
碳”目标，支持省属企业积极参与
河西走廊清洁能源基地、
陇东综合
能源基地建设，
提高企业清洁能源
消费占比，
推动产品绿色认证，提
升绿色发展水平。
围绕强省会，发挥省属企业
集团总部大多在省会，企地协同
性强、融合度高等优势，
支持和推
动省属企业进一步加强与兰州区
位优势、产业优势、科教优势、人
才优势的协同互补，围绕产业发

展、科技创新、项目投资、资本运
作、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治理等领
域深化合作，助力兰州建设要素
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产业发展中
心、物流输转中心、区域消费中
心，构建地企共生、共进、共荣的
合作生态，增强省会城市的创新
活力和发展能级。
围绕强县域，
推动省属企业聚
焦主责主业，
依托产业基础和比较
优势，
充分对接各市州、县区资源
禀赋和特色产业，
助力各市州、县
区做强做大特色优势产业、
培育发
展多元富民产业，
提升县域自我发
展能力，
合力打造一批工业强县、
农业大县、文旅名县、生态优县。
对因企设市的金昌、嘉峪关、白银
等地，
支持金川集团、
酒钢集团、
白
银集团等驻地企业加快延链补链
强链，
与当地政府联合开展产业链

招商，吸引上下游企业入驻，不断
壮大产业集群。
方案提出，
通过全面落实
“四
强”行动，力争到 2025 年，省属企
业经营质量效益稳步提升，利润
总额等经济指标实现“倍增”，营
收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明显
提高；
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工
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以上，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100
家以上，一批“卡脖子”技术和行
业共性技术得到攻克；建成一批
企地合作标志性项目，形成优势
互补、深度融合、互利共赢的企地
合作新格局。

稳住经济
推进“四强
四强”
”行动

加快推动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访省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陈富荣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描绘了
着力提高政治站位，推动贯
甘肃发展的宏伟蓝图，吹响了陇
彻落实工作走深走实。陈富荣表
原振兴的前进号角。省党代会报
示，要紧密结合科研工作实际，周
告提出的推动构建
‘一核三带’区
密部署、精心组织，深入传达学习
域发展格局、把实施‘四强’行动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扎实做
作为主要抓手和‘十一个坚定不
好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支部
移’的安排部署，
为我们加快推动
集中学习和干部自学研讨，确保
科研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发力 “跟得上”；
及时邀请领导干部、省
方向、提供了重大机遇。”近日，省
党代会代表和专家学者为党员干
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陈富荣在
部作报告讲党课，
确保
“学得透”；
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及时组织培训轮训、开展研讨交
陈富荣表示，省科学院作为
流、开设专题专栏，着力推动会议
全省科技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 精神落细落实，确保“全覆盖”。
将把学习宣传贯彻省第十四次党
集中一段时间把省党代会精神传
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达到全体党员中，把思想和行动
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主动服务和
统一到省党代会部署要求上来，
融入“一核三带”区域发展格局， 坚决把牢正确政治方向，为搞好
大力实施强科技行动，在建设幸
全院各项工作奠定坚实的思想政
福美好新甘肃、开创富民兴陇新
治基础。
局面中强化科技支撑，展现科学
着力加强基础研究，解决发
院担当，争取更大作为。
展中遇到的技术难题。陈富荣表

示，一方面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
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责使命
神，树牢“科研为民”的政绩观和
深度融入推动构建
“一核三带”区
事业观，积极发挥院属各研究所
域发展格局，对省党代会报告中
科研优势，
在清洁能源及新材料、 涉及科研院所的个性部署要求逐
特色高效农业、综合能源和先进
一认真梳理、制定行动方案，明确
装备制造、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
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认真抓
等领域提供有力科技支撑，努力
好落实。对安排部署的面上工作
在全省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展现
和共性要求，
认真研究落实，迅速
科学院担当和科学院作为。另一
沟通对接，
做到谋划在早、贯彻在
方面要围绕协同打造西北科技创
先、落地在实。重点以加快建设
新中心、建设我省重要科技人才
省科学院高技术产业园为“主阵
中心和创新高地，组建青年创新
地”，
全力打造全省重要的科技创
团队，
面向科技前沿、围绕难点热
新和成果转化平台，力求在科研
点、瞄准重大需求开展科研攻关， 攻关、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上取
加大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培养
得新的突破，以高质量科研助推
引进力度，努力以人才“智高点” 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抢占科技创新
“制高点”
。
着力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增
着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
强科研创新活力。陈富荣表示，
进经济社会发展。陈富荣表示， 要实施科技管理流程再造，
健全科
要牢固树立抓科技就是抓发展、 技创新治理体系，
在全省率先开展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的观念，把服 “优化科研管理、
提升科研绩效、
赋

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
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工作，推广运
用公开竞争、
“揭榜挂帅”
“赛马”
等
机制，促进科技供给侧和需求侧、
研发端和落地端对接畅通。积极
主动与清华大学、
南京市高淳区政
府、
国家电投西南能源研究院有限
公司、
甘肃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等有关高校、政府和企业深度合
作，
走好创新第一方阵，切实提升
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积极主动在重
大部署中找定位强担当，务实有
效推进科研工作与时俱进、创新
发展，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张燕茹

兰州市智能化停车场项目
将新建 4 座新能源充电站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
报记者熊园）兰州市智能化停车
场建设项目近日有了新进展。
日前，兰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公布了兰州市智能化停车场建
设项目（第一批）施工资格预审
公告。公告显示该项目建设地
点为兰州市域范围内路侧停车
场、南关什字、天水北路及黄河
沿岸等，将分三个标段，计划 8
月 31 日开工。

该项目一标段为兰州市智
能泊车运营有限公司地面停车
场改扩建工程项目，包括焦家湾
临时停车场、焦家湾 B 站临时停
车场、盘旋路临时停车场、西客
站东匝道东侧临时停车场、名城
广场临时停车场、银滩大桥北侧
临时停车场、银滩大桥南侧临时
停车场、T112 路中段临时停车
场、雁白桥停车场，盐什公路停
车场等 10 个临时停车场，占地

面积约 21058.1 平方米。
项目二标段为兰州市智能
泊车运营有限公司路内停车泊
位施划工程，施划及修复车位约
19924 个 ，其 中 施 划 停 车 位 约
12424 个。
该项目三标段为共建设新能
源充电站四座，其中包括银滩黄
河桥南充电站、安宁华夏人文始
祖园充电站、
T112路西客站充电
站、
雁白黄河大桥北充电站。

我省高考第二次志愿填报：8 月 6 日 20 时开始

连日来，
文县椒农抢抓农时采摘花椒。文县花椒种植面积已达35.7
万亩，
有效实现了助农增收。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王小勇 摄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记者武永明）记者 8 月 4 日从省
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2 年甘
肃省普通高校招生第二次志
愿填报将于 8 月 6 日 20：00 至

8 月 8 日 14：00 进 行 ，填 报 批
（段）次 为 ：高 职（专 科）批 R
段、S 段，体育、艺术类高职（专
科）批 X 段。
为方便考生填报志愿，省教

育考试院公布了《2022 年甘肃
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
（下册）》电子版，含高职（专科）
批 R 段文史类、理工类和中职升
学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