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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民 来自以色列
以色列农业科学家尤奥夫来内乡种地 把生菜卖到5元一棵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文 白周峰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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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

100米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写字间楼

正弘大厦

二七路地铁口旁临街写字间

招租66210038、13513805862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代办疑难公司13503711111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让饭店酒吧

●保全街300平纯一层绝佳位

置饭店转让13298158168

公告

●河南省实验教育发展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
05MA40J28UXQ）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伍千万

元整减至人民币伍佰万元整。

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

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特此公告。

●河南青鸟盛地体育发展有限

公司（注册号91410100MA3X6
RDH0N）股东会决定，即日起解

散公司，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

进行清算，请债权债务人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2018年10月29日 星期一 责编 余淼 美编 冯帅

2
0
1 8

中
国·
河
南
招
才
引
智
创
新
发
展
大
会

AⅠ·06

招
才
引

谋
创
新

3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院士、
教授、知名专家、
海外高层次人才
齐聚河南。

活动引来诺
贝尔奖获得者、
澳 大 利 亚 科 学
家、中国工程院
外籍院士巴里·
马歇尔等10位外
国专家分别与引
智项目单位进行
现场签约。

（请扫码观看专访视频）

以色列科学家工作室，获
现场授牌

近年来，河南在全国大局
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成为广大
海内外人才干事创业、创新发
展的沃土。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人才工作，陆续出台实施
了一系列激励支持政策，广泛
吸引和集聚海外高层次人才。

27日下午，在中国·河南
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海外
高层次人才暨项目对接洽谈
专场活动现场，3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院士、教授、知名专家、
海外高层次人才齐聚河南。
在系列活动期间，还举办了国
际菁英高峰论坛、有机农业发
展国际论坛、肿瘤免疫及新型
动物模型国际研讨会、人才项
目对接洽谈、职业行动能力培
养分会等 5个专题活动。共
达成海外高层次人才、技术项
目合作意向320个。

活动也引来诺贝尔奖获得
者、澳大利亚科学家、中国工程

院外籍院士巴里·马歇尔等10
位外国专家分别与引智项目单
位进行现场签约，喻红秋为8
个河南省杰出外籍科学家工作
室和河南省高等学校学科创新
引智基地授牌。尤奥夫就是这
其中的八分之一，“牧原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中以高效种养循
环农业、河南省杰出外籍科学
家工作室”，牌子上的几个标
签，标志着（内乡）中以农业园
的先进技术和模式得到河南省
政府的认可。

尤奥夫和以色列农业科技
在河南南阳的“扎根记”

尤奥夫今年61岁，在来河
南之前，他是以色列索力农业
高科技公司的技术人员、项目
经理。

爱穿牛仔裤、厚底短靴的
他经常说自己就是个农民，自
从 2016 年来到河南内乡，他
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待
在这里。他和他的项目是如
何在河南内乡生根结果的？
10月 27日，尤奥夫接受了大
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的专
访。

以色列的农业非常发达，
无土栽培、滴灌技术在世界领
先，被誉为欧洲的后花园。这
里的瓜果蔬菜无添加剂、无防
腐剂、无催化剂，且干净、整洁、
品种多。以色列的国土面积和
南阳差不多一样大，三分之二
为沙漠，长年干旱少雨，聪明的
犹太民族却能在这里让沙漠盛
开鲜花。

内乡位于丹江水库汇水区
域，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大
县。2016年，内乡县政府派出
工作组去以色列考察现代农
业，经过细致沟通，牧原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和以色列索力农业
高科技公司成功对接，双方达
成合作协议。2016年4月，内
乡县政府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联合成立中以高效农业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2016 年 5
月，中以（内乡）高效农业科技
创新合作示范园项目落地签
约，从考察论证到正式签约，这

个国际项目用了不到100天的
时间。

尤奥夫就是在这个时候来
到河南内乡的。据中以（内乡）
高效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庞博说，以色列农业园完
全按照以色列标准进行操作，
差不多使用了世界最先进的农
业科技。

为了让项目对接更顺畅，
索力公司派尤奥夫常驻河南内
乡。尤奥夫有一个爱好是去不
同的国家，体验风土民情。现
在长居在内乡县城某小区的二
楼。他喜欢河南的面条，能熟
练使用筷子，在饮食上无差别
融入河南内乡。

以色列汽车的方向盘跟中
国大陆一样，同在左边，他很快
可以在内乡自己驾车出行。他
经常自己开车到内乡的超市里
买食材，然后回家亲手做饭。
他告诉记者：“我大概是内乡县
居住的第一个老外，人们在街
上看到我，总是来找我合影。”

通过镜头，尤奥夫向大河
报的读者问好，“我喜欢中国，
我喜欢待在中国。这里的人们
非常努力，学东西很快。我们
给这里的农民带来更好的方
法，去获得更多的收益，我们已
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工作并取
得了优异的成果。未来还有更
多的工作和合作。”

中以联手，把生菜卖到了5
元一棵

中以农业园负责人庞博告
诉记者，该农业园项目一期占
地468亩，总投资1.3亿元，这
里的温室大棚技术世界一流。

在农业园的无土栽培大棚里，
现代科技已经渗透到每一个生
产环节之中，大棚的控温、控
水、控光、控肥、控风流等都通
过电脑程序智能操控。2017
年冬天，高质量的14座智能连
栋温室大棚经受住了大雪的考
验，完好无损。

尤奥夫说，他们培育的品
种能保持本性，免受害虫、真菌
侵害，并且在恶劣环境下也能
长得很好。高品质带来高效
益，庞博介绍，以色列农业园目
前通过销售种苗、蔬菜水果果
实，实现与市场的全部对接。
在无菌、无农药环境下生长出
来的生菜——沙拉女皇，可直
接食用，被卖到了 5元一棵。
为了证明沙拉女皇的安全性，
尤奥夫会直接从大棚里揪一片
叶子放嘴里咀嚼。

据庞博介绍，中以农业园
大棚果蔬一亩地可实现收入
45万到50万。这里的粉贝贝
（小番茄）亩产可达3万斤，每
亩效益达60万左右，在未来会
进一步拓展领域，在葡萄酒酿
制、奶牛养殖等方面跟以色列
展开合作。

“I am a farmer.”以
色列索力公司项目经理
Yoav（尤奥夫）总是重复这
句话。10月27日下午，中
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
大会海外高层次人才暨项目
对接洽谈专场活动现场，尤
奥夫从河南省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喻红秋手中，接过
河南省杰出外籍科学家工作
室授牌。把以色列最先进的
农业科技引入河南省南阳市
内乡县，成立（内乡）以色列
农业园，这位以色列“农民”
和他的项目在河南南阳落地
结果。

尤奥夫在内乡县已经生
活了近3年，他的微信资料
地区一栏直接写上“河南南
阳”。

尤奥夫接受本报专访，并向读者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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