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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五年 漯河科技发展亮点多
□本报记者 王 辉
创新驱动发展，漯河再加
力。12 月 6 日，漯河科技界迎
来了一场盛会——市科学技术
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来
自全市各学科、各行业、各部
门的 180 名科技工作者代表齐
聚一堂，共商漯河的科技事业
发展之策，共议科技人才培养
之计，共谋创新驱动发展之
路。
大会报告描绘了未来五年
漯河的科技发展新蓝图，记者
梳理了一些亮点，以飨读者。

建好科技工作者之家
科协是科技工作者之家，
如何建好全市科技工作者的温
馨之家呢？
在今后的工作中，市科协
要提升政治站位，发挥桥梁纽
带作用，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
听党话、跟党走；加强学术交
流，引导全市各学会办好各类
学术报告会、学术研讨会、学
术交流会，提升我市的学科质
量和水平；真心建家交友，定
期组织座谈会，同科学工作者
经常性联系，畅通与党委政府
间的沟通渠道，建好实体科技
工作者之家和网上科技工作者
之家。

助力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驱动发展离不开科
技加速器，离不开科技工作
者。
在今后 5 年的工作中，我
市将汇聚更多的科技创新资
源，加快推进“四城同建”，着
力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项
目攻关、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
高端智库和智力支撑；推动产
学深度融合，支持优势产业转
型升级，围绕食品、化工、生
物医药、装备制造、电子信
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通

过建立产业技术研究院、协同
创新基地、举办全国性的产业
技术发展大会等形式，搭建产
学研用创新融合平台，促进人
才资源、智力资源、产业资源
有效引入漯河；有效激发企业
自主创新活动，围绕企业技术
需求，主动邀请省级以上学
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专家
来漯河开展对接服务，实现企
业科技需求与行业专家服务的
精准对接。

明年市科技馆建成并免费开放
科学技术在发展经济和提
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而科学普及则是通
向科技创新的一座桥梁。
为适应公众科普新需求，
我市将持续推进科普工作向纵
深发展，打造创优全国科普
日、科技活动周、科普之春、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和青少年
科技创新市长奖、科普进社
区等品牌科普活动；持续推
进科普信息化和阵地建设，
逐步实现科普信息化建设县
区全覆盖，解决科普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问题，加 大 社
区科普基地、现代农业科普
示范园、校园科普基地、乡
村科普教育基地建设。加快
市 科 技 馆 建 设 进 度 ， 2019 年
年底前实现向社会免费开
放。持续推进科技助力精准
扶贫工程，整合资源，加强
对农村科普带头人、土专
家、技术能人、创业致富能
人、种养大户等开展技术服
务，加强农村电商技能人才
培训，辐射带动更多的农民
脱贫致富。

声

打造科技人才智库

我市市政管理、环卫部门

漯河的发展需要人才、科
技支撑，在未来五年的工作
中，市科协将围绕新时代漯河
经济社会发展“四三二一”工
作布局，紧扣产业转型、创新
驱动、脱贫攻坚、环境保护等
重点工作及热点问题，开展决
策咨询和技术服务。
尤其是要加强科技人才智
库建设，实施“人才托举”计
划和“人才飞翔”计划，进一
步升华青年科技奖、自然科学学
术奖、创新争先奖评选活动，创
新人才评价体系和标准，不断拓
宽人才发现渠道，积极举荐优
秀科技人才；实施青年科技智
库项目，培养研究人员的创新
能力和科研能力，打造我市科
技智库后备人才队伍。

全力做好除雪准备

深化科协系统改革
突出“四服务一加强”职
责定位，推动 《漯河市科协系
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 落实见
效，不断提升科协组织凝聚
力、服务力和创新力。改进科
协领导班子人员构成，实行专
兼挂相结合，推进所属事业单
位改革，强化公益性、服务性
职能。
在推进改革中，要织密科
协基层组织网络，采取单独组
建、区域联建、行业统建、依
托组建等多种方式在企业、园
区建立科协组织和工作机制，
探索构建行业联合会科协、众
创空间科协等新型企业科协组
织形态，扩大科协的组织覆
盖、服务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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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环卫处工作人员检修环卫除雪车辆。
市环卫处工作人员检修环卫除雪车辆
。本报记者 朱 红 摄
本 报 讯 （记 者 朱 红）
“天气越来越冷，马上就要
下雪了，我们正在对除雪设
备进行检修调试，下雪时就
不 慌 张 了 。” 12 月 6 日 一 大
早，在市区衡山路上，市城
管局市政管理处检修调试人
员一边调试除雪设备，一边
对记者说。记者了解到，为
确保我市今年冬季清雪任务
的顺利完成，市城管局市政
管理处和环卫处多措并举，
提前安排部署今冬清雪除冰
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一旦出
现降雪天气，人员、机械立
即投入清雪工作中。
市市政管理处结合往年
除雪经验，提早谋划、研究
部署今冬的桥涵除雪应急工
作，修订完善除雪应急预
案；完成对承担桥涵除雪应
急任务的 4 台东风清运车、3
台大型铲雪车、3 台小型滑
移装载机的调试检修，对除
雪设备进行擦拭、保养、更

换电瓶等，保障车辆随时出
动投入工作。
截至目前，市政管理处
已初步储备融雪剂 30 吨，铁
锹、洋镐、扫把等除雪工具
200 余把，下一步还将视天
气情况继续储备融雪剂，确
保除雪物资充足。“我们严
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制度，相
关部门负责人值班期间不得
关闭通讯工具，随时听候指
令。”市政管理处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市环卫处要求市区两级
环卫部门对全市 80 余台环卫
除雪车辆的灯光、油量、刹
车、轮胎、雪铲升降等进行
细致检查；组织厂家技术人
员开展了相关驾驶人员的操
作技能和安全驾驶培训工
作；在应急保障期间，全体
环卫人将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
班制度，一旦发生雪情，确保
人员、车辆、设备在最短时间
内到达现场，
恢复道路畅通。

五、开标时间（投标截止时间）：2018 年 12 月 27 日下
午 3:00，开标地点（投标文件接收地点）：漯河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九楼开标室。
六、投标文件要求：1.网上递交：投标人应当在递交
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通过互联网使用 CA 数字证书
根据工作需要，受采购单位委托，漯河市政府采购 如委托代理人参加投标，须提交法人（负责人）代表授权 登录漯河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将已加密电子投标
中心对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所需物业管理项目进行公开 书原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5.本项目不接 文件上传，并确定已加密投标文件保存上传成功。逾期
招标，欢迎符合本次项目要求的供应商参加投标。现将 受联合体投标，供应商应为独立供应商。
未完成上传或未按规定加密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拒
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三、招标内容：A 包，教学区物业管理，采购预算： 收。2.现场递交：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将纸
一、招标编号：漯采公开采购[2018]104 号。
1308800 元 ；B 包 ，学 生 宿 舍 物 业 管 理 ，采 购 预 算 ： 质投标文件（正本一本、副本一本）、未加密电子投标文
二、对供应商的资质要求：1.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 1377178.2 元。
件和已加密电子投标文件的备份以光盘或 U 盘的形
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2.投标单位
四、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信息：1.凡有意参加投标 式，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和加写标记后，递交到开标
须是具有服务能力的供应商，经营范围中须包含有物业 者在投标之前须在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完成企 现场。开标时间之后送达的投标文件将被拒收。
管理服务、保洁服务，资质审核时须提供有效的企业法 业注册和 CA 数字证书认证办理。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
七、采购中心联系人：冯先生
人营业执照或其他组织（登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加盖 8 时至 12 月 13 日 18 时，在漯河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
联系电话：0395-3162516
公章）。3.投标单位为外省市的，应在漯河市设立有分 统下载招标文件，方可参加投标。凡未按本公告规定下
八、其他：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组织的招标项目不
公司，资质审核时须提供投标人及分公司的营业执照原 载招标文件的，投标无效。2.企业注册和 CA 数字证书 收取标书费及任何服务费。
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4.如法人（负责人）代表参加 认证办理请参考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下载中心
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
投标，须提交法人（负责人）代表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的相关说明。
2018 年 12 月 6 日

公开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