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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保税物流中心通过预验收

日前，济源供电公司组织青年员
工座谈，了解职业生涯愿景，根据需求
完善教育培训规划，优化方式方法，为
其成长成才开辟通道。公司围绕人才
强企，实现培训项目储备、课程设计、
计划实施等全方位管理。根据员工不
同年龄阶层、专业性质和岗位特点，量

身定制培训计划，因需施教提升综合
能力。设置技师、双师、高级技师、首
席技师等层级，引导员工制定职业规
划，围绕需求开展专业培训。加强绩
效管理，优化激励机制，为优秀人才脱
颖而出创造良好条件。

（杨战营）

优化措施 开辟人才培养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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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栾姗）8月26日，记者
从省发改委获悉，经由郑州海关、省财政
厅、省国税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河南省
分局组成的联合预验收组的综合评审，
商丘保税物流中心顺利通过预验收。

商丘保税物流中心是 B型保税物
流中心，即由海关批准，由中国境内一
家企业法人经营，多家企业进入并从事
保税仓储物流业务的海关集中监管场
所。该中心位于虞城县产业集聚区，由
商丘市益达保税物流有限公司负责建
设及运营管理，占地面积0.133平方公
里，总建筑面积 8.04万平方米，计划总
投资 2.4亿元。目前，招商工作已经全
面展开，已与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公司
等企业签订合作协议，与阿里巴巴、京

东等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联合预验收组通过听取汇报、实地

查看、召开评审会后认为，商丘保税物
流中心区域内海关监管范围内的隔离
设施、卡口设施以及相关配套设施基本
符合相关要求，同意商丘保税物流中心
通过预验收，并同意向海关总署报告，
请海关总署组织正式验收。

省口岸办主任郑金广说，商丘保税
物流中心顺利通过预验收，标志着商丘
市在打造口岸开放合作平台、构建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目前，我省已获批设立河南保税物
流中心、河南德众保税物流中心和商丘
保税物流中心3家保税物流中心，数量
在中西部地区位居前列。③5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8月下旬，第
三届马三立城市舞台戏剧展在天津举
行，河南越调新编历史剧《老子》、经典
剧目《收姜维》惊艳亮相。此次戏剧展
首演大戏是河南省越调剧团奉上的大
型越调新编历史剧《老子》，“梅花奖”得
主申小梅饰演的老子一登场便收获了
满场叫好声。

越调《老子》由河南省越调剧团根据
老子的故事创作而成，曾荣获文华奖，并
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
剧目。老子，姓李名耳，字老聃，今河南
鹿邑县人。全剧以老子撰写《道德经》为
主线，撷取了老子生涯中的几个闪亮片
段：孔子登门“问礼”，讨教为人处世哲

理；百姓遇疫情，老子毅然杀爱牛取牛黄
为民治病；周王将老子爱徒紫葺册封太
子妃，企图留贤未果。全剧结构紧凑，戏
剧冲突强烈，突出老子淡泊名利、“圣人
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形象，通过戏
剧的感染力使之更加深入人心。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60年代，越
调大师申凤梅曾经在天津演出《收姜
维》，引起轰动。半个世纪之后，申凤梅
大师的亲传弟子申小梅又把《收姜维》
带给了天津观众，让他们感受到了越调
的经典魅力。

据悉，第三届马三立城市舞台戏剧
展为期一个月，9部大戏共12场精彩演
出将陆续呈现给观众。③5

河南越调惊艳亮相天津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王延辉）
三个月前，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正式揭牌。作为其核心龙头，郑州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该如何全力推
进？8月26日，郑州市委、市政府印发
《郑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为示范区
建设列出了任务清单。

思路决定出路，方向引领未来。
《实施方案》明确提出，郑州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总体战略定位为开放创
新先导区、技术转移集聚区、转型升
级引领区、创新创业生态区、创新创
业人才密集区、科技与金融结合实验
区，并按照重点突破、产业提升、先行
先试、辐射带动的原则，大力推进国
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成为郑洛新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核心区和排头兵。

如何谋篇布局，郑州市已布好一
盘“大棋”。《实施方案》指出，郑州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以郑州高新
区为核心区，辐射带动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郑东新区、郑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金水科教园区等，构筑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新格局。在功能
布局上，自主创新核心区强化战略先
导地位，突出“高”和“新”；辐射区突
出“专”和“精”，发展特色产业。

核心区和辐射区各展所长、多点
开花。郑州高新区重点建设北斗导航
产业园、机器人产业园、联东U谷郑州
生态科技产业园、亿达软件园、新三板
产业园等，谋划高新区“未来科技城”；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重点建设
空港（电子商务园）、古城（电子信息基
地）、会展物流（商贸会展园区、航空物
流园区）、双鹤湖（精密机械产业园、智
能终端产业园、生物医药产业园）四大

片区；郑东新区重点建设龙子湖科技
创新集聚区、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集
聚发展试验区、中原金融产业园、金融
智谷、创意岛孵化园、电子信息创新创
业综合体等；郑州经开区重点建设智
能汽车与电动汽车产业园、重大装备
制造科技产业园、河南跨境电商智慧
产业园、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科技产业
园、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科技产业园、智
慧物流园等；金水区以金水科教园区
为依托，重点建设河南外包产业园、郑
州启迪科技园、郑州北大科技园、西亚
斯亚美迪国际软件园等。

未来，郑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会建成啥样？《实施方案》已绘出“蓝
图”：示范区将着力推进深化体制改
革和机制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推进技术转移和开放合作、加快产业
转型升级发展、构建创新创业生态体
系、促进示范区协同创新发展等六大
重点任务，力争到2020年，每万人有
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36件，研发支
出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5%，科技进
步贡献率达到66%；高新技术产业产
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66%以上，服务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
达50%以上，成为中西部地区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热土。③5

本报讯（记者 陈辉）8月 26日，记
者从郑州市工信委获悉，工信部日前正
式批复同意建设郑州互联网国际通信
专用通道。郑州成为继杭州、重庆、南
京、武汉、宁波等之后全国第14个获批
的城市。

国际通信专用通道是为疏通企业
国际互联网业务需求，实现本地网络到
国际互联网出入口直连的专用通道。
随着郑州市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企
业的国际互联网访问需求日益增加，但
由于缺少专用通道，郑州本地访问国际
网站的通道拥塞严重，亟须建设一个优
质高效、快捷安全的国际通信专用通
道。

互联网国际通信专用通道获批是
郑州成为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连点城

市之后的又一次提升。下一步，郑州市
将按照建设方案，组织联通、电信、移动
三大运营商加快国际通信专用通道投
资建设，在郑州市航空港区、经开区、高
新区、郑东新区、金水区等 5个区域布
设国际通信专用节点，提供国际互联网
上联带宽284Gbps，节点数量和上联带
宽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省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国
际通信专用通道建成后，将有效缓解企
业在国际互联网通信方面的拥塞问题，
为郑州市跨境电子商务、跨境物流、国
际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跨国型大型企
业、国际型会议会展等外向型经济发展
提供支撑，提高国际互联网访问质量，
成为郑州市打造国际商都、对外开放合
作的新名片。③6

郑州

互联网国际通信专用通道获批

《郑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出炉

2020年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6%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蔡
春楠 张筝）8月 26日，从省地质调
查院传来喜讯，2016年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评审结果日前出炉，由
该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左景勋博士
为首的科研团队牵头，联合中国科
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申报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华
北寒武系芙蓉统/排碧阶、江山阶底
界及其区域层型研究”成功立项。

据了解，这是首次以省地质调查
院为依托单位成功申报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华北寒武系芙蓉统/排碧
阶、江山阶底界及其区域层型研究”，
是针对国际寒武系年代地层研究的
前沿和华北地区寒武系研究中存在
的科学问题立项，拟对华北地区代表
性寒武系地层剖面开展生物地层、精
细碳同位素地层研究，在与全球寒武
系“金钉子”剖面对比的基础上，确定
华北地区寒武系芙蓉统/排碧阶、江
山阶的底界，为我国南、北寒武系年
代地层精准对比提供依据，解决华北
寒武系准确定年问题。此外，由中国
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赵太平
研究员牵头、省地质调查院地质专
家参与申报的重点项目“华北南部
18亿—16亿年岩浆—沉积序列及
其对构造环境和古/中元古代界线
的制约”同时成功获批。

业内专家表示，上述项目的成
功立项，为我省地质单位申报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积累了经验，为
实践地调科研有机融合新机制奠定
了基础，同时将为我省基础地质研究
领域培养一批科技尖端人才。③6

我省地调项目
取得新突破
首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立项

初秋，内黄县15万亩早熟花生喜获丰
收，农民趁着晴好天气对收获的农作物进
行晾晒，构成一幅幅美丽的“晒秋图”。⑨1

晒 秋
□刘肖坤 摄影报道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辛如记
胡晓辉 河南台记者 杨芬

“变则通，不变则痛”，作为国家
老工业基地的河南省洛阳市，把传统
产业的劣势变优势，走出了一条适合
自身发展的产业创新路。

在洛阳德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生产车间里，一台由公司自主研发
的管道焊接机器人让5名管道焊接熟
练工赞叹不已，他们辛苦 40分钟才
能干完的活，这台机器人却只需要 3
分钟。公司总经理王光临说：“我们
的产品百分之百都是自己研发的，
90%以上的产品达到国际水平。”

更让王光临得意的是，在中海油
一次海上施工项目中，公司的管道焊
接机器人以低于同类产品三分之一
的施工成本优势，完胜世界顶级品
牌。来自中原内陆的机器人胜任远
海作业，让国际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
司主动找上了门，并与公司签下了

2000万元的订单。
王光临曾经的身份是洛阳起重

机厂的一名国企老工人。老国企出
身的王光临琢磨起传统装备制造自
然轻车熟路，可他瞄准的却是以机器
人为代表的智能装备新路子。但是
没有大空间的生产车间，王光临就拿
不到批量的订单，洛阳市工信委主任
娄卷明在市高新区为他找了一间
3000多平方米的大厂房，一分钱没让
王光临出。娄卷明说：“提供的是厂
房，实际上传递的是信心，是洛阳发
展机器人产业的信心，你技术领先，
我就给你最大的支持，你做机器人，
哪里有缺口政府就支持到哪里。”

小马拉大车的王光临已经让自
己的管道焊接机器人跻身世界一流，
与他相距不到10公里的洛阳中信重
工的车间里，另一台世界一流的
185mn油压机正在作业，这台最大锻
件能力达400吨，最大钢锭生产能力
600吨的大家伙，使我国在航空航天、

国防、船舶等行业急需大型锻压产品
时不再求助于他人。

油压机的产品需要紧密的后期
精加工，车间工作室负责人谭志强
说，自打这个大家伙进入车间以来，
为了保证加工精度，公司从瑞典买来
了三台机床刀方，花了120万元。谭
志强看着心疼，他带着工人们自己研
究，不断试验，创新出了一套更适宜
工人操作的自制卧车刀方，每一台的
成本不到5000元。

尝到创新甜头的中信重工聘请
了10位院士、15位行业领军人才，组
建了 18个技术创新团队，直接带动
4000多名一线工人成长成才。

传统装备产业的创新与升级延
续着洛阳老工业基地的响亮名号，而
在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里，又一台世
界一流的眼科高端OCT影像设备样
机已经完成调试，企业高级系统工程
师黄炳杰博士说，他们将把企业打造
成国家精密光学医疗设备的龙头企

业，填补国内高端 OCT影像设备的
市场空白，更重要的是，产品将永远
刻上“洛阳制造”的烙印，年产值2亿
元。黄炳杰说：“‘河洛英才计划’配
套了3000万元资金来协助我们进行
下一步的研发和后期的生产和管
理。”

在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里，已入
驻的 150多家高端智能科技企业搭
乘的正是已经驶入正轨的“河洛英才
计划”列车，瞄准领军型、高层次、紧
缺型人才，是这趟列车驶发的方向。
洛阳市科技局副局长蔡根喜说，群马
拉万车的洛阳国家科技园计划引进
各类企业 1000家，每年孵化科技型
企业100家、申请各项专利200件，园
区年产值超过200亿元，“以实施‘河
洛英才计划’为牵引，加快创新创业
人才体系建设，面向发展的重点产
业，集聚创新和创业人才及团队，提
高发展核心竞争力”。③5 （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8月28日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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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以郑州高新区为核心区，辐射带动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东新区、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水科教园区

等，构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新格局。

▲8月26日，内黄县城关镇丁庄村的农
民在晾晒花生。

◀朗朗的日头，爽爽的秋风，农民抢抓时
机，将收获的农作物装袋运到户外进行晾晒。

8月25日，潢川县谈店乡万营村李空村民组贫困户李中芳正在管理瓜蒌。今
年在村里的帮助下，李中芳和几户农民承包了200多亩地种瓜蒌，经销商提供技
术和秧苗，还负责销路。李中芳高兴地说，脱贫致富有盼头啦！⑨1 郝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