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线观察 风从地方来

□本报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宋红胜

起重机也能像“蜘蛛侠”一样，攀爬几十
米高的塔架进行高空作业；架空式新型智能
立体车库，让“空中停车场”的设想成为现
实；在“神十”“嫦娥三号”等重大航空航天项
目中，都有长垣科技创新产品的身影……

近年来，长垣县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
动战略，优化创新创业平台，增强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为全县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
撑。该县先后被确定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
业示范基地、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示范县
和国家火炬计划长垣起重机械产业基地。

今年上半年，长垣县社会研究与实验
发展经费投入强度达到5.3%(全省2020年
目标为2.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研发
投入与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为 2.7%（全省
2020年目标为1.0%），全县科技进步贡献
率高达62%(全省 2020年目标为60%)，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
到88.3%（全省2020年目标为50%）。

筑牢科技创新平台

卫华集团，是全国首批55家国家技术
创新示范企业之一。位于该公司的起重机
轻量化设计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于去年10月份获批，是起重机轻量化方面
全国唯一一家的国家级创新平台。

“中心按照产学研结合的方案进行建
设，由我公司与华中科技大学国家装备制
造信息化工程研究中心联合建设，着力开
展轻量化起重装备及关键配套件的数字化
设计研究、推广与应用。”据卫华集团总裁
俞有飞介绍，中心由中国科学院杨叔子院
士、中国工程院张铁岗院士为带头人，聚集
起 600余名科研精英，其中博士 15名、博
士后7名、外籍专家6名，成为国内工业起
重机领域最大的设计研发团队。

这只是卫华集团 12个省级以上科技
研发平台其中的一个。作为一家民营企
业，为何如此热衷搭建科研平台？

“公司发展初期，走的是低成本扩张战
略，但是我们意识到这个路子不可能长期走
下去。”俞有飞认为，要想增强市场竞争力和
占有率，就要加大科技研发力度，扩大“差异
化”竞争优势，推进企业转型升级。

“搭建科研创新平台，有力地激发了产
业的转型新动力。”长垣县委书记武胜军告
诉记者，该县突出把产业集聚区和健康产
业园、防腐新材料产业园作为创新发展的
主载体，引进科研院所、“三个500强”和行
业龙头企业在长垣设立分支合作机构和科
技成果转化基地。

目前，长垣县共建立国家级创新平台3
个、博士工作站2家、院士工作站3家、研发

设计中心3家，省级以上企业（工程）技术中
心达到31家。先后承担国家863计划1项、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4项、国家火炬计划 2
项、国家重点新产品2项、省重大科技专项
和省科技攻关6项、省自主创新产品27项。

打造创新人才乐土

“长垣不仅发展环境好，政府对人才也
给予了极大的政策支持。”尤文龙是长垣县
引进的“双百人才”，2013年开始担任河南
省远洋粉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此前在江苏一家大型企业工作。

“你想买房，政府有补贴；你想租房，政
府免租金；家人想落户，7天内就能办理完
毕；本人和家人均可享受本地城镇居民各
项待遇。”尤文龙告诉记者，每个月他还会
领取500元的县政府特殊津贴。此外，他
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县财政
通过他的公司又奖励给了他本人。

“让科技创新人才引得来、留得住、用
得上，这不仅是长垣经济转型升级的‘源代
码’，也是由‘长垣制造’向‘长垣创造’转变
的治本之策。”武胜军认为，人才的引进和
培养，为长垣县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
智力支撑。该县围绕人才集聚、人才成长
和企业家素质提升三个方面精准施策，最
大限度激发人才创新、创业的活力。

长垣县持续实施人才集聚工程和“双
百人才”引进工程，去年，县财政补助“双百
人才”创新项目资金110万元；与科研院校

合作，引进高级专业人才近2000名，专业
技术人才达8600余名。今年4月，又出台
办法，将引进的高层人才分为5类，并提供
不同的政策扶持和生活保障。

长垣县与全国知名院校深度合作，搭
建企业高层次人才培训平台和技能人才培
训基地，采取“订单式”、业务研修、工学交
替等人才培养方式，定向培训企业专业人
才和技术工人1.6万余人次。

此外，该县抓住“关键少数”，提升企业
家素质，组织企业家走出去。该县鼓励企
业家到高等院校深造，对完成MBA、EM-
BA 课程学习的，县财政补贴学费 50%。
近年来，长垣县先后有 15名企业家赴北
大、上海交大研学现代企业管理。

让科研成果走出“保险柜”

8月 25日，记者在驼人集团生产车间
看到，一条年产 200吨新增塑剂 DEHCH
试产线加速运转。驼人集团董事长王国胜
告诉记者，这种增塑剂填补了国内没有替
代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DEHP）产品的空
白。

据王国胜介绍，“增塑剂风波”以来，
DEHP的安全隐患被逐渐认知。此前，欧
美部分国家研究出了可替代DEHP的新型
材料，而我们国家尚未找到替代品。

2012年，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
目“新增塑剂的生物医用材料”落户驼人集
团。2016年，驼人集团将该项创新成功转

化，建成试产线。
科技成果的转化，直接关系到创新驱

动发展进程。如何让科研成果走出“保险
柜”？

“企业作为创新平台的搭建者，研究的
课题本身就是从市场需求出发，所以科研
成果一经问世，就会得以立即转化，投入生
产。”长垣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委员会主
任郝道星告诉记者，该县也出台了一系列
优惠政策，激励成果转化。

长垣县开启金融+科技“双轮驱动”模
式。发挥金融创新对科技创新的助推作
用，实现企业直接融资3亿元以上；设立创
新创业种子资金，重点对种子期、初创期科
技型企业以及技术创新项目进行直接投
资；建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加大技术创新
培育资金补助力度。

今年3月，该县召开2016年度工业经
济转型升级表彰大会，专项用于企业转型
升级的奖励金额达2124.5万元；今年5月，
又出台《科技创新平台奖励办法》。郝道星
向记者举例，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每填补该
县一项三类产品空白并在该县投产的，可
获得200万元奖励。

截至目前，长垣县培育发展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 33 家、河南创新型龙头企业 2
家、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1家、国家火炬
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1家、国家知识产
权应用示范企业1家。全县累计获得专利
授权总数5991项，高新技术企业33家，在
全省省直管县中均排名第一。7

转型升级 长垣瞄准“科技范儿”

提质发展 淇县网络经济别样“红”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牛明远 张晓莉

“俺们打的分儿能决定村监委的工资高低。真心对咱老
百姓好的，一定让他拿到全额补贴；糊弄大伙儿的，最多给他
两次差评，他就得‘走人’了！”9月1日下午，谈起几天前对村
监委进行半年测评的事，舞钢市杨庄乡吴庄村村民李国忠高
兴地说。

据了解，为解决村级权力监管的“盲区”，2016年，舞钢市
曾专门把村监委主任的津贴列入市财政预算，以经济待遇的提
高来保障村监委的工作热情。然而，由于村级权力监督体系不
够健全，缺乏精细有效的运行管理措施，这种“吃大锅饭”“撒胡
椒面儿”式的做法并未有效调动村监委的工作热情，个别不干
实事儿的村监委被群众戏称为“稻草人”。

针对这种情况，今年5月24日，舞钢市出台《关于加强村
务监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全面加强对村监委的建设和监管，明确规定村
干部及其亲属和村报账员不得担任监委会成员；明确列出
村监委必须完成的“规定动作”——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清
单，清单内容包括审核村财务支出相关票据等15项内容，实
现了村级党务政务监督工作全覆盖。此外，该市还明确了村
监委会对村级财务、村级事务、村党支部和村务公开等方面的
监督程序。

“原来，我们村监委管不管？咋管？管到哪种程度？都由我
们自己说了算。现在不行了，规定该管的必须管，发现有违规违
纪问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向上级纪委报告。否则，就是失职。”
舞钢市武功乡刘庄村村监委主任妥建力告诉记者。

为防止“稻草人”现象的出现，《意见》明确提出，由各乡镇
纪委组织村民代表对村监委每半年进行一次考核，考核等次
与村监委成员的误工补贴发放直接挂钩，考核结果为“优秀”

“称职”者全额发放，“不称职”者不但只能拿到60%的误工补
贴，还要被“警示谈话”“责令书面检查”等。连续两次考核不
称职者将直接“走人”。

“村监委的工作直接关系到村民切身利益，市里把对村监
委的监督权授予村民，大家都举双手赞成。”该市杨庄乡纪委
书记卢文晔说。

“从近期的考核情况来看，群众对村监委满意率达九成以
上。”舞钢市纪委副书记郭继东说。7

□本报记者 杨晓东 本报通讯员 杜习忠

2015年被确定为全国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县，“京东·淇县体验馆”上线开
馆，培训电商学员7600余人，建成乡村两
级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点120个、农产品
上行专业店20个……

9月4日，记者从淇县电子商务办公室
了解到，经过近年来的培育发展，互联网经
济在该县风生水起。2016年，全县电子商
务交易额达 47.67 亿元，实现网络零售额
25.35亿元，同比均增长40%以上。

政策红利助推电商发展

被确定为全国首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县后，该县围绕农村电商、企业电商、
跨境电商“三大板块”，大力推进电商服务、
人才培训、物流配送、农产品上行溯源“四个
体系”建设。县财政先后投入资金2090万
元，重点用于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乡村服
务站点建设和相关配套工程，并出台加快和
扶持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细则。

“我们还结合县域实际，提出电商发展
的‘1210’工程，‘1’即培育一支电商工作
团队，建立淇县电商交易平台；‘2’即建设
以鸡产品为主导的清真食品和纺织服装2
大主导产品平台；‘10’即采取‘互联网+食
品、服装、旅游、服务’等电商模式，引导建
设10个电商营销园区或网络。”该县电商
办副主任陈淑香说。

示范县实施以来，全县通过省商务厅备
案认证的电商企业有90余家，其中国家级电
子商务示范企业1家、省级示范企业5家，电
子商务交易额累计达58.75亿元，其中零售额
30.55亿元，农产品上行销售额18.7亿元。

平台建设引来大咖落户

9月4日，走进近3000平方米的淇县电
商公共服务中心，杭州一扇门电商集团高级

讲师刘浩正在给50多名学员讲课，课堂上学
习氛围浓厚。该中心分为电商培训中心、电
商企业运营中心、创客孵化中心、美工及展示
区等五大功能区，现已吸引近百家企业入驻。

为降低电商成本，该县去年建设了 1
万余平方米的电商仓储物流配送基地，已
入驻10多家企业和邮政、中通两家物流公
司。规划建设占地230亩的淇县玖洲电商
物流产业园，一期工程已完工并投入使
用。目前，除大用运通、永达等本地企业物
流公司外，还有圆通、中通、百世汇通等39
家知名快递物流企业落户该县。

“我们一手抓基础平台建设，培养本土
电商，一手搭建网销平台，实施开放合作。”
陈淑香介绍。

该县先后与“京东集团”“世界工厂网”
“苏宁云商”“北京一亩田”“河南保税国际”等
7家平台企业签订电商进农村战略合作协
议。京东淇县服务中心、京东帮淇县服务
店、京东淇县特色馆以“三馆合一”的形式入
驻县电子商务中心。通过这些知名的网络
平台，该县举办了京东年货大集、“万村团购

节”、2017农产品网上行、电商扶贫对接会等
活动，将无核枣、缠丝蛋、高钙米、马氏懒渣、
云梦黑陶、王禅居铁艺茶壶等当地特色产
品，推销至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地区；利用

“世界工厂网”、谷歌搜索引擎等知名跨境电
商平台，帮助朝歌纺织、欧迪艾铸造、精科科
技、羽翔家具等进出口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龙头企业辐射带动

在淇县，传统企业利用“互联网+”的思
维方式和技术手段，促进产品采购和营销从
线下转为线上交易，正成为降低营销成本、
提升企业利润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大用集团从2012年就开始以B2B模
式，与经销商开展线上交易。公司2016年
注册“大牧云商”供应链网络平台，以B2B2C
的模式与京东、阿里巴巴、九合菜篮网等第
三方平台合作，当年销售量就增加20%左
右。目前该平台已上线运营100多种商品。

河南飞天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充分
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产品

出口到韩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土耳其等
40多个国家及地区。

普乐泰、天盛、恒云、万家欢乐等一批
龙头骨干企业积极开展B2B和 B2C电子
商务应用，完善供应链管理，建立电子商务
销售网络，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竞争力。

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该县企业电商
走上快速发展轨道。永达航天食品、天盛
泡椒凤爪、“米立方”小麻花、灵鹤胎菊、古
灵山小米等农特产品线上线下销售火爆。

打通“最后一公里”

企业电商红红火火，农村电商也不甘
示弱。该县建成县乡村三级服务中心，打
通了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的通道。

联发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6年 7月与
“一亩田”合作，通过实名认证和企业认证，
每天都有十几个优质采购商与合作社联
系，西兰花每斤价格从线下1.6元上升到线
上 2.2 元，当月合作社蔬菜销售额就达到
30万元。截至目前，该合作社500亩的无
公害蔬菜基地75%的产品通过“一亩田”平
台线上销售，年销售额达330万元以上。

该县庙口镇老庄村电子商务进农村服
务点负责人程秀丽承包了村里的一片荒山
种植核桃树，她主动与县商务局对接，承办
该村的电子商务进农村服务点，在为群众提
供代买代卖、快递收发等服务的同时，在网
上开辟自己的农产品销售渠道，月均网上交
易额25万元。

红色的门头上写着全国电子商务进农
村示范点，具备网上代购、农产品网销、收
发快件、缴费充值、信息发布、便民服务等
功能。这样的村级服务点，已经布局全县
120个行政村。目前，该县已在全市率先
组建县级农村电子商务中心，建成乡级农
村电商服务站5个，乡级物流配送站4个，
村级服务点120个，打通农产品进城、工业
品下乡双向通道的“最后一公里”，为区域
网销网购提供全方位服务。7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9月 4日一早，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安阳市食药监局工作
人员协同市教育局有关部门组成的督导组，就直奔安阳市第
五中学学生食堂后厨。

“卫生保持得不错，建议你们在备餐间里面做个水果间，
所有水果都要新鲜。切水果的器具要专用……”食药监局局
长郝利民反复叮嘱学校负责人。

9月5日上午，内黄县龙康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林新玉到
县城为蔬果买药，不仅要求扫码，还被摄像头拍照。“谁买了哪种
药，买多少，都有档案可查。”内黄县农业局负责人表示。

这是安阳市“百日千人查万店”专项整治活动中的镜头。
在当地，只要涉及食品行业种植（养殖）、生产、经营、餐饮、包
装容器等相关产品及食品摊贩等，都正在接受一场“大考”。

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该市从9月1日起到12月
31日，组织多部门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危害严重的
食品安全问题，扎实开展重点品种、重点环节、重点区域和重
点时段的食品安全整治，确保人民群众“食无忧”。

多部门联合“作战”是此次整治活动最大的亮点。农业部
门负责农产品源头监管，畜牧部门负责肉、蛋、奶等畜禽产品
监管，林业部门重点抓好干果、木本粮油等种植环节监管，粮
食部门针对粮油收购、储存、运输环节监管，食药监部门重点
攻克小吃饭店的“黑窝点”、小作坊，教育部门主抓学校食堂。
同时，卫生、环保、国土资源、盐业、公安等部门也参与进来，分
工协作，将全市食品药品安全网络越织越密。

不仅如此，该市还充分发挥市、县（市）区、乡镇（街道）、
村（社区）四级网格化管理优势，各单位一把手对食品安全
工作负总责，各监管职能部门对职责范围内食品安全监管
工作负全责，一旦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
的责任。7

安阳 但求群众食无忧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张晓静

8 月 31日，濮阳市扶贫领域违纪资金首次集中公开清
退，台前县马楼镇马楼村 273户村民领回了原本应发放到
户的种粮直补资金 11万余元，后方乡刘口村村干部违规收
取的 1000 元“跑腿费”也退还给 5位群众。看着手里的现
金，刘口村村民刘常善仍难以置信：“谁料想这点儿钱就让
人犯了错！”

2015年，刘常善领到8850元危房改造款，用于修缮坍塌
的老房子。依着“老思想”，他主动拿出200元给了村党支部书
记。“当时俺觉得，人家为了俺的事跑前跑后，不得请人吃饭？
现在俺知道了，不能这样做，也没必要这样做。”刘常善说。

“老思想”为啥没了生存土壤？原来，今年5月起，濮阳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扶贫领域“三查三督四强化”活动，强化监督
执纪问责，解决脱贫攻坚中存在的干部作风不实、政策落实不
到位、侵害群众利益等问题。

最近，范县胡屯村贫困户胡化太家中，来了几位“拉家常”
的濮阳市纪委干部。胡化太把扶贫救助资金的发放情况，向
他们“交了底”。不打招呼、不发通知、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濮
阳市各级纪检监察干部走村串户，掌握一线实情。

通过畅通专项巡察、督查巡查、部门监管、基层自查、信访
举报等5个渠道，濮阳针对扶贫领域存在的3大方面61个问
题，集中深挖线索，严肃执纪问责，成立了扶贫领域执纪审查
专项小组，实现问题线索的快速受理、快速查处、快速反馈、快
速曝光。活动开展以来，该市共查处扶贫领域违纪问题 34
件，党纪政纪处分44人。

马楼村村民的11万余元种粮直补资金，此前一直被用于
村公务支出。如今，它终于可以发挥本应发挥的效应了。“只
有挥起利剑斩断黑手，才能把各项扶贫政策落实好，让群众更
有获得感。”濮阳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说。7

濮阳 净化“土壤”好脱贫

舞钢 监管不做“稻草人”

淇县电商培训中心杭州一扇门公司讲师正在对学员进行电商知识培训7 杜习忠 摄

卫华集团
实验室人员正
在对进厂原材
料进行化学检
测  7 宁 欣
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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