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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6月 2日，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113 次主任
会议在郑州举行，研究召开省十二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有关
事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谢伏瞻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刘春良、刘满仓、储亚平、李文慧、

赵建才、段喜中和秘书长丁巍出席会
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命事项的
介绍并进行了审议。会议决定 6月 9
日召开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并审议通过了相关建议议程、
日程。③3

本报讯（记者 李铮 刁良梓 通讯
员 马阳）在中国·南阳第十四届玉雕
节经贸洽谈会上，总投资1.5亿元的中
科院丹江口水库生态系统综合试验站
项目正式签约。试验站建成后，将全
面开展生态修复及库区经济林构建的
技术研发、生态环境效益综合监测等
工作，确保一渠清水永续北送。

作为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地，立足
于建设河南省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
豫鄂陕省际区域性中心城市，南阳如
何走出一条生态和经济双赢之路？

“在发展中保护生态，在保护中加
快转型，突破口就是科技创新。”6月 1
日，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对记者说，南
阳要实现跨越发展，就要强化项目建
设和科技创新两个支撑，把科技创新
作为项目建设的动力，通过“建设自主
创新体系、构建科技服务体系、依托京
宛合作服务平台招才引智”三大路径，
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打造南阳经济发展升级版。

建设自主创新体系，产业创新能力
显著增强。南阳以企业为主体，以自主
创新体系建设为核心，着力打造一批在
全省乃至全国叫得响的研发机构，全面
提升创新能力和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
献份额。经过几年努力，先后创建了南
阳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南阳卧龙农业
科技示范园区以及国家级新能源、光电
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成功建设“车用
燃料乙醇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一批省市
级创新平台，2013年以来该市共获得
国家、省级科技进步奖54项；年专利申
请量连续三年接近翻番，成功创建“国
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该市近百家企
业主持和参与制定国家、行业标准330

多项，数量居全省前列。
构建科技服务体系，高新技术产

业化步伐加快。南阳市紧紧抓住新能
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光电等领
域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项目进入
产业化关键期的机遇，运用政策、项
目、资金等综合服务，引导和加快科技
成果转化步伐，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率
达 70%以上，高新技术产业正成为支
撑南阳跨越发展的强大动力。为推进
科技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深度融
合，南阳大力发展新型创新创业载体，
目前在孵企业200余家。南阳创业大
街作为国内首个建于地级市、以街区
形态为载体的创新创业集聚区，开启

了创新创业孵化全业态的新时代。
依托京宛合作服务平台这一良好

载体，招才引智，激发科研院所和高端
人才发挥酵母效应。南阳以水为媒，
分别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市科委建立
了战略合作关系，建成了河南省中科
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南阳分中心和京
宛科技合作平台，有效改变了南阳市
知识产权总量少、档次低、结构单一的
现状。同时，引进一批高水平专家、教
授和科技人才带项目到南阳创新创
业，带动了南阳市经济的转型发展。

作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城市，
如何进一步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南阳
市市长霍好胜说，强化投入、人才两个
要素支撑，聚焦产业链、创新链、资金
链三链融合，以与中关村战略合作、建
立市厅会商机制、科技成果产业化为
主要抓手，继续实施企业创新能力培
育、产学研开放合作等六个科技创新
工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助推南阳绿
色崛起。③6

南阳 科技创新助力绿色崛起

五大理念 引领发展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通讯员 宁
建鹏）5月 31日，走进总投资6.4亿元，
建设面积17.2万平方米的郏县医养结
合项目工地，数百名工人正在 4米多
深的地平面下紧张忙碌着。这个医养
结合项目，是郏县在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中启动的十大重点工程之一。

郏县以被确定为全省首批百城建
设提质工程试点县为契机，着力构筑
教育、健康、交通、生态、服务业“五大
体系”，启动建设教育倍增、医养结合、
高铁站区建设、商务中心区提质、棚
改、生态廊道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
群众切身利益的十大重点工程。

规划引领。聘请了同济大学等国
内一流设计团队，编制完善各类规划，
坚持用规划引领发展。正在编制完善
的各类规划共有19项，努力实现规划
全覆盖，确保所有项目都能于规有据、
依规而行、规划说了算。

项目带动。深入谋划实施重大项
目，坚持用项目拉动发展。已依据各
类规划谋划、储备了道路、公园、绿化、
医院、学校、水系等各类建设项目 75
项，同时项目库实行动态管理,确保形
成“立项一批、可研一批、开工一批”的
良性循环机制。截至目前，已开工建
设项目16个，总投资约37.56亿元。

融资保障。完善投融资平台，组
建“一母带七子”的政府投融资平台体
系，资产规模已达 135.1亿元，实现融
资 21.9亿元，争取到国家政策性银行
融资近9亿元。成功签约实施PPP项
目15个，总投资57亿元。

“我们将充分发挥好试点先行、典
型引路的带动作用，实现市场化融资
建设规模超百亿元，规划实施百城建
设提质工程项目 100个以上，让人民
群众在城市建设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
感。”郏县县长丁国浩说。③7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今年，我省
高考报名总人数为 86.58 万人，较去
年增加 4.53万人,仍为全国第一。这
是记者6月2日从我省2017年普通高
校招生宣传工作新闻通气会上获悉的
消息。

今年全省共设考点 705 个，考场
24599个，考生及涉考工作人员近100
万人。高考科目设置仍为“3+文科综
合/理科综合”，使用教育部考试中心

统一命题的试卷。全国统考时间仍安
排在6月7日、8日两天。

高考继续实行网上评卷，成绩及
分数线将于 6 月 25 日零时向社会公
布。集中录取现场仍设在登封，实行
封闭管理、网上录取，录取时间为7月
9日至8月13日。

据悉，为实现“平安高考”，我省汇
聚各方力量，采取多种措施。建立了
各地教育招生部门会同公安、工信等

部门建立联防联控、齐抓共管的工作
机制，对涉考违法犯罪“零容忍”，严厉
打击考试舞弊；通过大数据核查、网上
核查、现场排查、举报调查等多种方式
对涉考犯罪信息线索进行分析摸排，
力求早发现早打击，将作弊犯罪制止
于考前；各地严肃开
展诚信教育，严明考
场管理秩序，严查器
材作弊及替考舞弊，

严格在校生管理，考场设施设备和管
理操作达到标准化考场规范要求；按
照“分级管理，逐级负责”的工作原则，
严格落实试卷运送、保管全程视频监
控和武装押运措施，确保安全保密工
作万无一失。③7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田宜龙 通
讯员 杨东海）6月 2日，记者从洛阳市
工信委获悉，洛阳市日前出台《洛阳市
2017 年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基地
建设工作方案》(下称《方案》)，确定了
未来几年产业发展的总体思路、发展
目标和重点任务。

《方案》提出，要继续实施“131”重
点企业培育工程，通过政策引导和要
素资源配置，做大做强中信重工、北方
玻璃等10家以上整机成套制造企业，
做专做精鸿元轴承、诚冠自动控制等
30家以上特色零部件制造企业，做高
做优一拖开创、美锐克机器人等10家
以上系统集成制造企业，提升洛阳重点
企业支撑带动能力，夯实产业发展基
础。力争实现全年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达1050亿元、年增速超过25%的目标。

据了解，洛阳市作为我省唯一的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基地，近年来
产业规模不断壮大，核心技术取得突
破。2016年，全市机器人及智能装备
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35亿元，增
长 25%；其中机器人产业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 35.3 亿元，130余家企业及科
研院所开展了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相关
产品的研发及生产。

据洛阳市工信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洛阳将以智能化提升、信息化植入
为重点，大力实施五大工程，完善机器
人产业链、做大智能装备产业集群，推
动洛阳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实现关
键零部件和高端产品的“两突破”，力
争到2020年，形成两个百亿元级机器
人产业集群和一个千亿元级智能装备
产业集群。③7

□本报记者 宋敏

5 月 31 日，邓州市白牛镇干渠
村，个体养鸡户梅瑞虎正往粉碎机里
填放玉蜀黍，“电压老得劲，机器转得
欢，饲料可着劲喂呢”。

走进鸡舍，几乎闻不到异味，地
面干净整洁，硕大的风机呼呼地转
着。“这里的捡蛋、喂食、清粪，都采用
智能化操作。”梅瑞虎告诉记者，今年
不仅养鸡规模从 3000 只扩大到 1.2
万只，还新上了一套智能化养殖设
备，将鸡和粪便分开，鸡笼底下是铁
丝网，粪便透过铁丝网掉到自动刮板
上，再通过传输带传送到室外。

无论是打料、控温，还是运行自
动化设备，都离不开充足的电力供
应。养猪户辛闻涛对此深有感触，

“以前电压低的时候，白天用电的人
多，我都是后半夜起来用粉碎机打饲
料，或者将原料拉到镇上去加工，费
时费力。”辛闻涛说，“现在村里改造
了电网，电压高了，猪舍打饲料、换
气、供水、除粪都是用电，节约了人
力，降低了成本。”

干渠村下辖8个自然村，有建档
立卡贫困户18户59人。过去村里只
有2台变压器，一到刮风下雨就停电，
逢冬夏两季用电高峰，空调还转不
动，村民们多有抱怨。

邓州市供电公司总经理代鑫波介
绍，2016年，电力部门对该村进行电
网升级改造，投入资金130余万元，增
容改造5台变压器。电网改造后，干
渠村电压质量和供电可靠性显著提
高，村民们不仅冷热都不怕了，还有更

多人依托充足的电量发展养殖业、种
植业，并带动群众脱贫增收。

在村民辛泽章的百亩特色农业
种植园里，绿油油的皇冠梨、石榴、葡
萄、猕猴桃等果树长势喜人，树下一
条条水管喷着水花，在阳光下格外耀
眼。“机井通电前，到了旱天没水，只
能望天收。现在，电已经通到了田间
地头，浇水很方便。”辛泽章指着地头
的电线杆欣喜地说。

机井通电解决了抗旱浇地对劳
动力的捆绑，刷电卡、控制开关就能
出水，老人小孩都可以操作，且有力
保障了粮食的稳产高产。目前，干渠
村粮食亩产量提高100公斤以上，村
里新增养殖大户9户，特色种植户17

户，户均增收500元以上。这是经过
农网改造以后，农民生产生活环境改
善的一个缩影。

我省是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农
村电网承担着全省90%的覆盖面积、
80%的用电人口和 70%经济总量的
供电任务。近年来持续加大农网投
入后，我省农网薄弱局面正在加快扭
转，农网供电可靠性和电能质量不断
改善。更多群众享受到了优质、便
捷、高效的供电服务，用上了“放心
电、舒心电”；农村电气化进程加快，
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

2017年，省委、省政府将“加快实
施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列为十件重
点民生实事之一。国网河南省电力公

司计划投资128亿元，完成1900个中
心村（小城镇）电网改造升级、3900个
贫困村通动力电，实现13万眼机井通
电；完成38个县电网脱贫改造任务；
消除39个乡无变电站问题。届时，百
姓用电保障能力将再上一个台阶，农网
改造后村庄的10千伏户均容量将达到
1.5千伏安以上，每个自然村都通动力
电，直接受益群众达1160万人。①1

升级农网“电”亮农民新生活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113次主任会议举行

今年我省86.58万人参加高考
比去年增加4.53万人

洛阳出台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基地建设方案

力争今年主营业务收入破千亿

郏县

重点工程助城建提质增效

5月31日，邓州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进行农网改造建设。⑨6 王涛 王亚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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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6月 2日，
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在科技部公示的
2017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领域重
点专项拟立项项目清单中，我省牵头申
报的7个项目获得立项，创历史新高；
共获中央财政经费支持 2.3 亿元，比
2016年度获批经费翻了一番多，实现
了立项数量和获批经费的双突破。

这 7个项目分别是：省农业科学
院研究员鲁传涛主持的“黄淮海冬小
麦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
范”、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许为钢主持
的“黄淮冬麦区南片高产优质节水小
麦新品种培育”、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
所研究员李付广主持的“西北内陆优
质机采棉花新品种培育”、河南农业大
学教授李永春主持的“黄淮海南部小

麦-玉米周年光热资源高效利用与水
肥一体化均衡丰产增效关键技术研究
与模式构建”、国家林业局泡桐研究开
发中心研究员杜红岩主持的“工业原
料林高效培育和增值加工技术集成与
示范”、中粮工程科技（郑州）有限公司
教授鞠兴荣主持的“粮食产后‘全程不
落地’技术模式示范工程”、洛阳拖拉
机研究所有限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宋玉平主持的“农机装备制造过程质
量检测技术研究”。

据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介绍，通过
农业领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实施，将
解决一批制约我省农业发展的重大、核
心、关键科技难题，进一步提升产学研
优势力量协同攻关能力，加快形成我省
农业研究领域的综合优势。③5

我省7个农业项目
获2.3亿元中央财政支持

6 月 2日，焦作市解放区启动
“戏曲进校园”活动，邀请豫剧演员
为孩子们送去了精彩的戏曲节目，
并进行了戏曲知识的互动。此次
活动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提升广大青少年审美素养。⑨6
李良贵 摄

戏曲进校园
传承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