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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第八届中国创新
创业大赛（陕西赛区）暨第六届
陕西省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正式
启动。据悉，今年报名参赛的企
业达到了660余家，参赛企业数
创陕西省举办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赛事以来新高。

本届大赛主题为“科技创
新成就大业”。本届大赛由科技
部火炬中心、陕西省科技厅、陕
西省网信办、陕西省人社厅、西
安市科技局、西安高新区管委会
等单位共同主办。大赛将在7月
中旬至8月中旬举办，全国行业
总决赛将在9月至11月份举办。

本届大赛分为初创企业组
和成长企业组，分别按照电子信
息、新材料、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生物医药、先进制造、互联网六
个行业进行比赛，每个行业按照
比赛成绩排名晋级决赛，决赛按

照每个行业组别设一等奖1名，
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若干
名。对于获奖企业，采用“以赛
代评”方式，直接纳入2020年陕
西省科技企业培育计划，给予后
补助经费支持。其中成长组获
得一二三等奖的企业分别给予
40万元、30万元、20万元后补助
支持；初创组获得一二三等奖的
企业分别给予15万元、10万元、
5万元后补助支持。

在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全国
行业总决赛中获得冠军项目的
前两名完成人，在陕西省科技创
新创业大赛行业决赛中获得一
等奖项目的第一完成人，经单位
考核推荐，可申报副高级职称资
格。直接纳入陕西省高新技术
企业培育库进行培育；免费获得
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指导，享受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符合

陕西省创新创业人才推进计划
科技创新创业人才申报条件的，
优先给予推荐。优先推荐参加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行业总决赛，
按照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同年政
策，获奖企业可获得中央财政资
金支持。符合国家有关科技项
目申报条件，优先予以推荐。

创业项目首次获得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省级二等奖以上的
初创企业，对于尚未获得投资机
构投融资支持的，按照企业上年
度销售收入给予1:1比例奖励支
持，每家企业最高支持50万元。
对已完成天使轮融资的，按照首
次融资金额的1:0.5比例给予无
偿配套奖励，每家企业最高支持
200万元。

此外，三秦都市报记者从会
议现场了解到，为给参赛企业提
供更好的服务，我省按照“平台+

数据+标准”（简称PDS）管服模
式，梳理参赛企业需求数据，推
动 500家省级创新平台为参赛
企业开放共享，提供技术创新
支撑。

陕西省委科技工委书记、省
科技厅厅长赵岩介绍，大赛自
2014年开始已成功举办五届，成
为集展示交流、资源对接、政策
落实、成果转化四大功能为一
体，极具影响力的双创赛事平
台，成为我省双创领域规模最
大、科技企业参与度最高、社会
影响力最广和成果转化质量最
好的赛事。五届大赛共有4000
余家企业和团队参赛，奖金支持
784万元，获银行贷款、授信、创
业投资额度累计超过25亿元；科
技计划支持项目233个，支持金
额5000余万元。

本报记者王嘉

本报汉中讯（陈卫东 记者
陈卫平）进入炎炎夏季后，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的食用菌繁殖专
家们穿梭在佛坪县康之源产业
公司的技术大棚里，为领办人翟
玉军现场指导食用菌深加工技
术。这是该县建立的两个院士
专家工作站之一，通过加大技术
人才引进，凝聚起产业发展的强
大活力。

山区小县如何破解引才难
题？面对本地人才流失、专业技
术人员匮乏困境，佛坪县用“求
贤令”招贤纳士。县委每年召开
人才工作会议，对人才引进明确

安排。每年开展佛坪籍在外“优
秀人才”信息征集，意愿征集，网
络推荐等形式荐才识才。

该县每年在招考招录、定向
选派、高层次引进中坚持人才优
先，吸引外地人才来佛坪投资、
参加工作。在摸底调研基础上，
分类建立人才信息库，内容涉及
专业农技、文体教育、工业、医疗
卫生、家政服务、乡村旅游等6大
类人才。围绕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吸纳专业技术人员与农村致
富带头人、专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强强联合，设立院士工作站3
个、人才工作室5个，实现人尽其

才、人尽其用。
在引进“外来和尚”的同时，

该县还注重“土专家”的挖掘培
养。县委班子成员通过电话、座
谈、访谈等鼓励在外优秀人才回
乡创业。“孵化”破壳、“一对一”
定点帮带、优惠政策提振活力、

“职业农民”领办培养、“农业特
派员下乡”蹲点、致富带头人优
化提升，让一个个农村“土八路”
成为产业“正规军”。

实施人才“双百万”工程，对
引进人才落实激励保障、素能提
升、培育创新、关怀激励机制，加
大奖励扶持，创造人才成长、创

业的优良环境。
土生土长的佛坪人雍严格

长年累月奔波在秦岭腹地，从一
位护林员成长为全国著名的野
生大熊猫专家。毕业于兰州大
学的董乐乐，与熊猫为伍扎根山
林从事野保工作。“白衣丹心”段
瑜鹏，成为佛坪外科医生的领军
人。一片忠心献桃李，“全国优
秀教师”郑新春倾洒青春为佛坪
子弟。本土作家白忠德，用文字
文学成为生态佛坪的活名片
……筑巢引凤、腾笼换鸟，佛坪
的人才优势正成为追赶超越的
强大动力。

本报安康讯（唐波 记者
吴琛）7月10日，由紫阳县产业
园区管委会、蒿坪镇人民政府联
合主办的“园区企业（蒿坪专场）
劳务招聘会”在蒿坪镇举行。

招聘会以“企业办在家门
口就业增收有信心”“精准扶贫
就业先行”为主题，吸引了千余
求职者前来咨询，求职者详细了
解企业招工情况，咨询任职条
件、工资待遇、福利保障等信息。

为避免工种单一，主办方尽
力拓展岗位种类，扩大覆盖面，
满足更多求职者要求，安康市普
方药业有限公司、陕西睿智环保

建材有限公司、安康爱多宝动漫
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紫阳县道通
天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紫阳县
强祥驾校培训服务有限公司 5
家企业现场招聘，涵盖管理、产
品设计、安保、保洁、技工、普工
等 415个工作岗位。据不完全
统计，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297人，其中贫困户136人。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前夕，
蒿坪镇人民政府做好了广泛宣
传动员。同时，对辖区内精准扶
贫对象开展专访，摸清人员底数
和具体情况。为招聘会圆满召
开打下坚实的基础。

紫阳举办园区企业招聘会

297人达成就业意向

本报讯（记者文晨）7月11
日，“秦汉古茶杯”2019陕西省茶
艺技能大赛泾河新城选拔赛在
泾河新城茯茶镇中国茯茶文化
博物馆举办。来自不同企业的
11组齐聚一处展示茶文化的魅
力，并为仅有的三张复赛晋级卡
而努力竞争。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选手认
真地用自己手中的器具诉说着
她们与茶不一样的故事。最终，
陕西大唐茯茶有限公司的作品
《大唐之点茶》，陕西泾河茯茶有
限公司的作品《万里茶路》，西咸
新区金叶茯茶有限公司的作品
《墨舞涟漪》获得前三名。至此，

安康富硒茶“秦汉古茶杯”2019
陕西省茶艺技能大赛选拔赛全
部结束。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陕西
省每年都会组织规模较大的茶
艺表演大赛，优秀选手在参加全
国茶艺表演大赛中也常取得优
异成绩。茶艺大赛已经成为弘

扬茶饮文化，宣传陕茶品牌的重
要方式，在行业内外受到广泛关
注。本次茶艺技能大赛决赛定
于8月22日在西安曲江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大赛评分标准会
特别注重茶汤质量，注重茶艺的
实用性，最终将决出金奖1名，银
奖2名，铜奖3名。

2019陕西省茶艺大赛选拔赛结束

本报韩城讯（王喆悦范增辉记者
张军建）7月11日，记者从韩城市政府
办获悉，韩城今年首次提名 5个科技
成果项目，角逐 2019年度陕西省科
技奖。

这5个科技成果项目分别是韩城
市微晶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的“一种二氧
化钛的制备方法”发明专利产业化项
目提名科技进步奖；大唐韩城第二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的“一种空预器间隙
控制可视装置”项目提名科技发明
奖；陕西龙门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

“三冲量双模型钢坯精准切割系统开
发与应用”项目提名科技进步奖；大
唐韩城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一
种辅汽疏水工质与热量回收装置”项
目提名科技进步奖；中石油煤层气有
限责任公司韩城分公司的“渭北区块
中阶煤层气井排采工艺优化及配套
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拟提名科技进
步奖。

5个提名项目已于7月1日至7月7
日在韩城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了公示，
公示结果无异议，目前正在向省科技奖
励工作办公室提交相关资料。

韩城提名5个项目
角逐陕西省科技奖

本报汉中讯（刘昆记者李杰）今
年以来，汉中公路局坚持“依法办理、精
密预案、安全至上”的原则，加强大件运
输车辆安全监护管理力度，为全市重点
项目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设备运输与交
通保障。

该局合理调度执法资源，建立大
件运输运营证办理登记制度，要求申
请资料、批复、通行证存根一一对应，
对未办理通行证或车证不符的，依法
严肃处理。严格落实省交通运输厅大
件运输“一站式监护”制，做好监护路
线勘察和监护方案制定，要求大件车
辆在通行时做到按规定路线行驶，速
度限行，匀速前进，实现了对大件运输
许可审批、通行监管、监护交接等关键
环节闭环式管理。截至今年上半年，
已办理大件运输审批 168项，安排实
施监护55辆，有效保障了大件运输车
辆、干线公路及附属设施安全，并实现
运输监管服务“高效率、零投诉、零事
故”的目标。

汉中公路局
为大件运输“保驾护航”

走进咸阳市永寿县渠子镇马究村，
宽阔平整的乡村水泥路延伸到村庄，新
盖的全封闭式砖瓦房宽敞明亮，整齐的
红砖白瓷砖房子错落有致。这里的村
民们说，是种植中药材让他们走上了致
富路。

永寿县在2004年就被陕西省科技
厅批准为“陕西省中药材现代化科技示
范县”。近年来，依托县域自然资源优
势，抢抓精准扶贫的有利契机，把中药
材纳入群众致富产业扶贫项目之列，大
力发展中药产业化种植。在中药材种
植上，采用了“公司+基地+农户”“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把种植农户和经济组
织有效结合起来，解决了药农出售药材
难的问题。

今年，该县将在各镇办规划中药材
种植区域，建设4万亩中药材种植示范
基地，并积极开展道地中药材的原产地
认证和保护，进行商标注册，开展品牌
化经营，并加大招引中药材加工企业力
度，使中药材从种植、产出、加工、销售
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本报记者文晨

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陕西赛区）正式启动

660余家企业报名参赛

佛坪：加大人才引进凝聚强大活力

中药材让村民
走上致富路

招聘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