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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1月 9日上午,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我省再创佳绩，
共荣获国家科技奖励19项。从奖项类别
分，有国家技术发明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
奖17项；从牵头情况分，我省主持项目有
7项，参与项目有12项。

新变化折射全省创新体系
更趋成熟

与 2015年相比，2016年我省获奖质
量更高，亮点更多：

一是首次同年获得两项高“含金量”
的技术发明奖。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
研究院有限公司和省农科院芝麻研究中
心分别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这是
我省首次同年度有两项主持成果获得国
家技术发明奖，也是我省长期以来坚持更
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加注重引领型发展，

所培育出的丰硕成果。
二是主持项目获奖数量和中奖率位

居前列。在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我
省推荐的主持项目获奖数居第5位，仅次
于上海市、陕西省、北京市、浙江省；在126
家推荐单位中，我省推荐的主持项目获奖
数居第 9位，项目中奖率达 50%，远高于
国家平均30%的中奖率，体现了我省创新
成果评价体系的成效。

三是主持项目第一完成人均为我省
科研领军人物。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均
具有国内乃至国际影响力；7个主持项目
第一完成人中有6人的年龄在50岁左右，
平均年龄为历年最低，为提升我省高层次
人才队伍建设增添了持续创新动力；有3
人是第二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将推动
他们在冲击院士的道路上迈进一大步。

四是工人农民奖又有斩获。河南豪
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刘少林获得工人农
民奖，实现了我省连续两年获得工人农民

奖，至此我省工人农民奖获奖人数达5人，
仅次于江苏的6人。他们的获奖，体现了
国家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者的充分肯定。

创新能力呈现多头并进全
面提升

从获奖项目总体情况看，有的面向前
沿、聚焦关键，有的紧扣发展、带动整体，
全省创新能力实现了全面提升。

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升。今年
我省主持获奖的7个项目中有4项是由企
业牵头完成的，占比57.7%。中钢集团洛
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李红霞主持
完成的“冶金功能耐火材料关键服役性能
协同提升技术及在精炼连铸中的应用”项
目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该成果实
现了钢铁、有色、煤化工等行业用关键耐
火材料重大技术突破，充分显示了我省在
耐火材料行业的优势地位。

农业领域优势不断增强。在往年小
麦、玉米、畜牧获奖的基础上，今年我省又
在棉花、芝麻和农业机械等领域斩获奖
励，如省农科院芝麻研究中心张海洋主持
完成的“芝麻优异种质创制与新品种选育
技术及应用”项目，实现了我省农业领域
时隔8年后在技术发明奖上的再次突破。
该成果也是自1978年以来中国油料作物
领域获得的第三个国家技术发明奖。

与“国家工程”联系更加紧密。中信重
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第三完成单位参
与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省电力公司
作为第二完成单位参与的“互联电网动态
过程安全防御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
司洪开荣主持完成的“跨江越海大断面暗
挖隧道修建关键技术与应用”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充分表明了我省在国家
科技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位置。②40

□本报记者 杨万东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以下
简称中钢洛耐院）主持的项目“冶金功能
耐火材料关键服役性能协同提升技术及
在精炼连铸中的应用”获 2016年度国家
技术发明奖二等奖。这是该院继2004年
之后，牵头获得的又一项国家级奖项。1
月8日，记者采访了项目第一完成人、中钢
洛耐院党委书记、院长李红霞博士。

“该项目研究成果引领了我国耐火
材料行业科技进步，促进了钢铁工业高

效运行和产品质量提升，对耐火材料行
业开发先进耐火材料、减少耐火原料资
源消耗和固体废弃物排放具有重要意
义。”李红霞说，该成果已在中钢洛耐院
等实现产业化，产品在国内外多家钢厂
应用，寿命超过国外同类产品水平，满足
并促进了高品质钢生产。

冶金用功能耐火材料包括透气元
件、长水口、浸入式水口、塞棒及滑板
等，是支撑钢铁精炼、连铸高效运行的关
键材料，属于国际耐火材料发展前沿。
高品质功能耐火材料需兼具高抗热震性

和高抗侵蚀性，功能稳定并不污染钢液。
李红霞和她的团队成功地解决了制

约材料关键服役性能协同提升的国际难
题，开发出高服役性能系列梯度多层复
合功能耐火材料。这个项目因此获得国
家技术发明奖，并获授权发明专利 22
件、省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各 1项，梯度功
能耐火材料荣获国家重点新产品。

“科研是立院之本。”李红霞说。作
为我国耐火材料行业技术、学术领军人
物，李红霞专注于耐火材料行业技术的
发展与创新，将企业与耐火材料行业的

发展紧密结合，坚持在不断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的同时，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平台
优势，促进耐火材料及相关新材料产业
的发展，为进一步提升行业科技创新能
力和产业核心竞争力，支撑我国高温工
业的科技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红霞也因此获得了众多荣誉，被
评选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中
原学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科技
工作者，并担任了先进耐火材料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国际标准化组织耐火材
料技术委员会主席等多个职务。②40

□本报记者 尹江勇

去年，收获了2015年度河南省科技
杰出贡献奖；今年，又荣获2016年度国家
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他，就是国家芝麻产
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省农科院芝麻研
究中心主任张海洋研究员。

小小的芝麻，为何能产生如此丰硕
的成果？1月6日，张海洋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中国是芝麻生产和消费大国，
今年需求量约130万吨。但是由于人多
地少，有一半要通过进口解决。芝麻要
做成大产业，更需要国际大视野。”

“中国的芝麻技术和研究，在国际上
一直领先。”张海洋自豪地说。从“八五”
开始，张海洋作为全国芝麻学科带头人，
主持完成了芝麻基因组计划，绘制出世
界首张芝麻栽培种基因组精细图，为人
类揭示油料作物进化、油脂合成与积累
提供了重要的遗传信息；主持收集了国
内外芝麻种质资源1473份，构建了世界
芝麻核心种质群，并建立完善了芝麻重
要性状鉴定与评价技术体系，创制出一
批高油、高蛋白、抗病、耐渍、适于机械化

种植的新种质，推动了我国芝麻育种整
体技术的发展。

他先后选育出优质高产芝麻新品种
17个，引领了世界芝麻育种技术发展方
向。他带领团队选育的新品种和研制的
高产稳产栽培技术，目前已累计推广
5170多万亩，占全国种植面积的36.2%，
并创造出亩产 268.8公斤的世界高产纪
录。近５年，他带领团队使我国芝麻平
均单产提高了 22.7%，含油量提高 2～3
个百分点，获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

与此同时，张海洋积极推动芝麻产
业走出国门。目前，我国的芝麻新品种
和新技术已输出到苏丹、埃塞俄比亚、尼
日利亚等芝麻主产国，提高了世界芝麻
的产量和品质，也为国内芝麻原料安全
供给提供了有力保障。

“未来5年，我们要重点开展芝麻的
机械化种植技术和杂种优势研究，力争
让我国的芝麻亩产再提高 20%。同时，
着手建立境外芝麻研发和生产基地，增
强中国芝麻研发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张
海洋说。②40

让中国芝麻技术走向世界
——访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得者张海洋

研发高温材料的追梦人
——访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得者李红霞

我省首次同年获两项技术发明奖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新服务新服务 心满意心满意””服务提升季特别报道服务提升季特别报道

□本报记者 郭戈 本报通讯员 魏利华

1月 5日，中国工商银行在北京正
式发布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品牌“工银融
e借”，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可以获得该
行无担保、无抵押、纯信用的人民币信
用消费贷款，实现个性化、多层次、多元
化的消费需求。

工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工银
融 e借”从申请到放款均可通过手机、
电脑、移动终端等全线上渠道办理，在
线实时查询是否可以办理贷款以及可
贷额度，最快实时到账，实现了“消费+
金融+互联网”的有机融合，开创了线
上自助操作、业务自动处理、风险精准
监控的互联网运营模式。

据了解，“工银融 e 借”具有以下
几个特点：一是价格更低，贷款 1 万
元，日息约 1元，低于市场上同类贷款
的利率水平。二是期限更长，贷款最

长达到 5 年期、宽限期最长 12 个月。
三是客户可以通过网上银行或者手机
银行实现线上一键即贷。四是还款更
灵活，客户可以选择等额本息、等额本
金、分期付息一次还本及一次还本付
息等四种还款方式，较好地满足了不
同群体多层次、多元化的消费融资需
求。

在风险控制方面，“工银融e借”依
托工商银行长期积累的信贷管理经验
和专业化团队，对集团全体客户和全部
信贷资产进行风控排查，特别是借助过
去 30多年经营发展中形成的，支付链
条上沉淀的1.2亿张信用卡与248万线
上、线下商户的海量数据，运用“数据+
模型”方式，实现客户准入、授信、放款、
监控和催收管理。据了解，目前工商银
行个人信用消费贷款的白名单客户数
已达4700万户，主动授信2.7万亿元，
户均授信5.8万元。

□本报记者 郭戈 本报通讯员 魏利华

自 2014年 1月 12日上线以来，
中国工商银行电商平台“融 e购”凭
借银行系电商得天独厚的金融优势，
真诚服务客户三周年，并跻身全国电
商平台佼佼者行列，这与其深耕细作
的经营之道不无关系。

以客户为中心，开拓金融本营市
场。在金融、客户和科技等方面领先
行业的工行，搭建自身的电商平台，
并不是为了单纯销售商品和经营店
铺，而是通过电商平台聚合客户和商
户，为其金融本营开疆辟土，即所谓

“平台为表，金融为本，价值为王”。
以“三名一特”优势，助力品牌内

涵传播。“融 e购”自成立以来，一直
秉持“名商、名品、名店”的品牌特色，
以厂家直营为主，搭建厂家到客户的
直接销售渠道，杜绝伪冒假货，同时

也为客户免去了经销商的层层利
润。本次三周年庆在坚持“三名”定
位的基础上，创新提出“真、值、特”的
品牌内涵，主打“差异化选品、特卖专
区、金融特色”，用“购真、购值、购品
质”的产品定位回馈新老客户。在此
次周年庆活动中，“融e购”从万家重
点商户中选择销量高、品质好的品
牌，并通过折扣价格提升产品竞争
力。同时增加 CEO（店长）推荐栏
目，为“名商”站台；结合市场的商户
评级和客户好评为参考，选取 15家
平台优质店铺，为消费者呈现真实最
具说服力的“名店”；诚意推出跨境旅
游、年份名酒、营养滋补、高端家具家
电、稀缺数码产品等商品，实打实地
打造“名品”。针对“真”“值”“特”的
诠释，“融e购”以厂家直营商品保证
真，以好物低价贯彻值，以特惠买、积
分抵、分期付的三大特点充分展现了

“融 e购”作为银行系电商平台的优
势特色。

以外部资源为聚合，打造共赢发
展模式。一方面，跨界优选合作对
象。“融e购”作为银行系电商中的佼
佼者，不仅平台技术领先，在营销推广
方式上也不断寻求突破，本次周年庆
活动，不仅仅运用了自媒体渠道、社会
化营销等传统方式，还另辟蹊径，选择
与嘀嗒拼车等品牌的跨界合作，开启
了银行系电商推广新形式；另一方面，
创新合作方式。此次与各大品牌的合
作，“融e购”并没有选择开屏广告、通
栏横幅等刻板的展现形式，而是选择
了优势资源互换。合作机构将“融e
购”的营销活动作为用户福利，强化了
品牌忠诚度、提升了活跃度，而“融e
购”则获得了合作机构庞大的用户量
和流量，实现了双赢。

银行系电商实现飞跃式发展。

对“融e购”来说，每一次周年庆典无
疑都是一次成长、一次飞跃。成立一
年时该平台交易额达到800亿元，位
列全国十大电商前列；成立两年时聚
集了万家优质商户、3000多万名注
册客户，孵化了数百家销售额超过千
万元的合作企业，交易规模突破
8800亿元，成为国内第二大电商平
台；再到 2016年“双 11”期间，“融 e
购”开展了9100余场O2O营销活动，
活动覆盖客户100余万人，成交订单
7.1万笔，带动8.27亿元线下销量。

“融 e购”的成长速度之快在于
其银行系电商的本质，用银行信用做
背书，将交易数据与金融数据整合，
最终回归金融及特色产品的销售，并
且银行在支付环节能更为便捷地为
商户和消费者提供附加的金融服
务。这些互通有无的共赢模式都在
加速“融e购”电商的迅猛发展。

“工银融e借”助力消费金融发展 “融e购”聚合客户、商户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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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喜成

记得上中学时，《河南日报》报道了我们镇里一位优秀
教师的事迹，老师和同学们为此奔走相告，整整激动兴奋
了一个多星期，从这时起我对《河南日报》便有了一种特别
的情愫。后来看到《河南日报》在高考之后迅速刊出“高考
状元”谈学习体会和学习方法的文章，更对报纸的这种服
务意识和精心谋划所感动，这样的报纸多有用啊。

走上工作岗位后，由于是做机关和文字工作的，我比
较注意看《河南日报》，这里有太多的新闻、政策、理论、文
学、世情以及生活常识，是观察社会的一个窗口，不少文章
写得非常好。我也因此养成了剪辑报纸的习惯，每年都要
辑几本子，到工作时特别有用。尤其是读到《河南日报》上
一些重要的言论、评论、理论和对重大事件的快速反应、连
续报道等文章时，非常叹服《河南日报》的办报水平，有这
么一个编采、作者队伍，其读者当然会如影随形了。

由于长期做宣传工作，个人对文章也有一定爱好，有感
触时就写点稿子。一开始主要是写消息、评论、通讯、游记、诗
歌、散文等，如有发表时就把稿费用来买书，再加上能得到三
五好友的关注和祝贺，感觉也是十分惬意的。有一年我下乡
扶贫时，写了一篇关于乡村干部的文章在《河南日报》发表后，
我驻村的那个乡镇以至县里反响都非常强烈，乡村干部认为
这是对他们的很大认同与理解，心里极受感动。

做理论工作后，对资料的需求就更加迫切了，原来养
成的“剪报”习惯愈益发挥出重要作用。当然，现在的“剪
贴”是在电脑上进行的。目前我已建立起一个几十万字的
资料库，而且还在每日每时不断地增加，自己需要的各种
前沿资料几乎可以随手拈来。也因为从事理论工作的缘
故，看报纸的时候，我对《河南日报》要闻版和理论版的文
章几乎都要浏览一番，有的还反复研读并收集起来，《河南
日报》成了我关注政策和理论的一个重要风向标。也正是
职业和兴趣使然，我为《河南日报》撰写了一篇又一篇理论
文章。如：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四个强省”建设的、
发展产业集聚区的、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建设郑州航空港
的、发展网络经济的，以及建设法治社会的、建设“文明河
南”的、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强化理论武装的、践行“三严三
实”的……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均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
方式也是理论服务现实、为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的一种
良好方式，深深为社科工作者所重视，很多理论工作者也
因此与《河南日报》结下了深厚友谊，《河南日报》也成了社
科理论工作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的重要平台。

回想与《河南日报》几十年的情缘，深刻感觉其既是自
己工作上的好助手，又是理论学习的园地和贡献力量的平
台，可谓良师益友，一路同行。③4

（作者为河南省社科联副主席、研究员）

“我与党报”有奖征文

从工作助手
到智库平台

（上接第一版）减少结果量，管理上不用任何化肥、农药。
防鸟、防虫通过生物防治，果园绿植覆盖。他种出来的红
香酥梨通常在20元一公斤，还供不应求。

目前，我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高，农产品质量
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向好。全省组织17家农产品质检机构对
17个省辖市和10个省直管县（市）的蔬菜农药残留进行了
例行监测，合格率均达98%以上。畜产品质量监测合格率
达98%以上。此外，我省“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
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达3000多个。

今年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之年，我省将以
“四优四化”为重点，强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以专种、专
收、专储、专用为切入点，大力发展优质强筋和优质弱筋小
麦；大力发展优质花生，适当调减玉米，扩大发展优质花生
种植，重点发展高油酸油用花生和食用花生；大力发展优
质草畜，稳定猪禽生产，重点抓好肉牛奶牛；大力发展优质
瓜果，因地制宜发展苹果、桃、梨、核桃等林果产业，积极发
展名特优新品种，着力扩大高端、名优瓜果品种的比重。

我省农业结构调整，正推动农产品生产由“生产导向”
向“生产消费导向并重”转变，由“重产量”向“重质量”转
变，打造出更多叫响国内外的农业品牌。③5

“中原粮仓”
蝶变“绿色厨房”

聚焦2016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

河南省主持项目获奖目录

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序号 项目名称
1 芝麻优异种质创制与新品种选育技术及应用
2 冶金功能耐火材料关键服役性能协同提升技术及在精炼连铸中的应用

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序号 项目名称
3 重型装备大型铸锻件制造技术开发及应用
4 钎料无害化与高效钎焊技术及应用
5 跨江越海大断面暗挖隧道修建关键技术与应用
6 多抗稳产棉花新品种中棉所49的选育技术及应用
7 机械化秸秆还田技术与装备

河南省参与项目获奖目录

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序号 项目名称
8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
9 互联电网动态过程安全防御关键技术及应用

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序号 项目名称
10 大型重载机械装备动态设计与制造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11 煤层瓦斯安全高效抽采关键技术体系及工程应用
12 高效低耗特大型高炉关键技术及应用
13 底吹熔炼-熔融还原-富氧挥发连续炼铅新技术及产业化应用
14 高性能系列化网络设备研制与应用
15 难降解有机工业废水治理与毒性减排关键技术及装备
16 设施蔬菜连作障碍防控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17 深部隧（巷）道破碎软弱围岩稳定性监测控制关键技术及应用
18 电网大面积污闪事故防治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
19 大跨空间钢结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资料来源：河南省科技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