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增加的3家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动物免疫学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地下基础设施非开挖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电子材料与系统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至此，我省共拥有180家国际科技合作平台

16家
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164家
省级国际联合实验室

主要围绕的优势学科和产业：

农业 医学 新材料

能源 先进装备制造

我省加大国际科技合作投入

● 近三年来，省财政围绕我省产业技术需求

投入近7个亿

● 近120项省重大科技专项立项

● 我省围绕国际科技合作投入近 1.2亿元

● 启动实施了一系列国际合作重大专项

制图/党瑶

“2010年前后，国内畜禽养殖设备技术水平
落后欧洲三四十年。欧洲建的60万只规模蛋鸡
场只需两个人值守，我们10万只规模蛋鸡场要
用几十个人，不仅人力成本高，而且增加了病源
危险。”河南金凤牧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张元鸣说，2013年起，金凤牧业先后和西班牙
金耐尔公司、荷兰多赛集团开展合作，制造出高
性价比的欧洲标准化养殖装备，成为首家产品返
销欧洲的中国畜牧机械制造企业。金凤牧业也
由此获批国家级“蛋鸡智能化装备国际科技合作
示范基地”，引领带动了行业技术升级。

伴随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
手机等智能终端制造正在成为我省新兴经济增

长点。“透明导电氧化物薄膜是制造手机屏幕的
关键光电材料，由于国外的技术垄断，使用传统
生产方法很难实现快速发展。”我省首位“千人
计划”专家、郑州大学特聘教授邵国胜介绍说，
由郑大与英国PQL等离子体技术公司等合作
共建的“低碳环保材料智能设计国际联合研究
中心”，一举突破日韩技术壁垒，有力推动了我
省智能终端产业的发展。

近三年来，省财政围绕我省产业技术需求
投入近7个亿，近120项省重大科技专项立项。
此外，我省围绕国际科技合作投入近1.2亿元，
启动实施了一系列国际合作重大专项，极大地
提升了科技对全省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撑能力。

国际合作支持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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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中亚国家遍地播种的棉花是来
自河南的百棉1号、百棉5号、百棉985。“中亚
地区是传统的棉花种植优势地区，但是品种老
化、管理粗放，棉花产量一直偏低。我们的百
棉系列棉花品种和先进种植技术可帮助当地
有效提高产量。”河南省棉花产业技术体系首
席科学家、河南科技学院王清连教授介绍说。

由河南科技学院建设的“河南省棉花功
能基因组学与分子育种国际联合实验室”不
仅推动了现代农业技术在中亚的集成、示范，
而且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立了研发分中心，推
动我省优势产能走向海外。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合作，把开
放式创新作为汇聚创新资源、形成创新优势的重
大举措。我们将紧密围绕国家‘一带一路’建
设，在欧亚技术转移和协同创新快速通道、新兴
产业全球网络重要节点上布局国际科技合作平
台，大力推进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战
略新兴产业间的合作，打造中部国际合作和科技
创新的高地。”马刚介绍说，当前我省正在以郑洛
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龙头，以“四个一批”为
核心，优化国际科技合作平台的布局，争创国家
级国际创新园，提升我省国际科技合作的层次和
能力，为建设创新型省份提供有力支撑。②40

□本报记者 温小娟

天鹅河畔歌舞美，四海同春祖国
情。3月5日晚，在澳大利亚天鹅河畔的
珀斯音乐厅中，伴随着优美的旋律、轻盈
的舞姿、精湛的少林功夫，“文化中国·四
海同春”活动精彩收官。

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张重
要名片，2018 年，由国务院侨办主办
的“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海外慰侨访
演走入第十个年头。按照国务院侨办
的统一安排，今年 2 月 19 日至 3 月 7
日，省外侨办组织河南歌舞演艺集团一
行 30人先后赴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
家，在奥克兰、惠灵顿、墨尔本、悉尼、珀
斯等城市进行为期17天的慰侨演出活
动，为海外华人华侨送上精美又地道的
中原文化大餐，带去祖国亲人的温暖和
祝福。

在新西兰访演首站奥克兰，中国的

舞蹈、歌曲、武术、民乐演奏等精彩演出，
让当地的华人华侨度过了难忘又快乐
的新春佳节。“‘四海同春’的到来，让我
们有了家门口的‘春晚’，找到了回家的
感觉。”2月25日，新西兰惠灵顿中国和
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曾凯文欣赏完演出
后激动地说。许多观众纷纷表示，“四海
同春”没来，年就不算过完。

在当地歌手山姆看来，中国的民族
乐器非常有意思。这是他第一次听到
如此动人的民乐演奏，奔放的旋律和磅
礴的气势让他陶醉，其间还能听出骏马
奔腾嘶鸣。

83岁的王博耀老人退休后随子女
来到新西兰居住，听说此次演出有不少
演员来自他的家乡河南，老人格外激
动。他说：“不光是高兴，更觉得暖心，看
到祖国演出团就像见到亲人，听到地道
的家乡话、感受到国家的发展，心潮澎
湃。”

正月十三，在家家户户点灯迎元宵
节的日子里，河南艺术家们走进墨尔本
维州。当晚，能容纳 3000多人的老剧
院座无虚席。河南歌舞团的舞蹈编织
成一幕幕诗中景象——轻风细雨、荷塘
月色。河南嵩山少林武僧团象形拳和
醉拳生动形象，将动物形态、醉态与拳法
相结合，幽默诙谐，出神入化……剧场
里回响着一次次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应
观众要求，演员们一遍遍返场表演。

河南歌舞演艺集团董事长张振中
说，今年是河南歌舞团第四次参加“文化
中国·四海同春”活动，从访演首站新西
兰的奥克兰到澳大利亚的珀斯，演出盛
况空前，所到之处皆是一票难求，对于许
多华人华侨来说，“四海同春”堪称他们
春节期间必不可少的一道文化盛宴。

文化可以跨越万水千山，化解最浓
郁的乡愁。中国驻珀斯总领事馆总领
事雷克中说，此次演出是西澳中国新春

活动的压轴大戏，在展示中国文化魅力
和艺术表演水准的同时，增进了中澳文
化交流。

“‘四海同春’代表着祖国对海外华
侨华人的心意，也带来了助力中华文化
传播的能量。”新西兰华星艺术团团长李
芬说，以春节为节点的慰侨演出，很好地
将中华传统文化与新春祝福相融合，构
筑起国家间文化交流的桥梁，也鼓舞着
当地华人华侨的文化自信。

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欢乐祥
和的中国新年，始终是海外侨胞心中割
舍不断、念念不忘的一份情愫。省外侨
办国外侨务处处长章光敏说，随着中国
经济的快速发展，海外华人社区的不断
繁荣，以及中外交往的日益密切，在海外
欢度中国新年一年比一年热闹、喜庆。

曲终人散，意犹未尽。“四海同春”
艺术团刚踏上归程，演职人员和侨胞们
就已开始期待下一年的重逢。③4

本报讯（记者 刘一宁 史晓琪）
3月 16日，记者从省委组织部获悉，
今年我省选调200名优秀高校毕业
生到基层工作。

据悉，本次选调主要面对高校
应届毕业生和省内服务基层项目人
员。选调工作采取本人自愿报名、
党组织审核推荐、组织人事部门考
试与考察相结合的办法进行。符合
条件的人员，可于 3月 16日至 3月
21 日登录网站（www.haedu.gov.
cn、 www.hnbys.gov.cn、 www.
hnrsks.gov.cn）进 入 报 名 系 统 报
名。录用为省选调生的人员，在录

用单位最低服务年限为 3年（含试
用期），在本省辖市内最低服务年限
为5年（含试用期）。新录用人员到
岗前要与所报考的省辖市委组织部
签订《服务基层承诺书》。

“为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人才
支持力度，嵩县、台前县、卢氏县、
淅川县四个深度贫困县招录名额
单列。”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要选调一批有志于从事基层工
作并有发展潜力的优秀高校毕业
生到县乡培养锻炼，建立来自基层
一线的党政领导干部培养选拔
链。③4

□本报记者 周青莎

3月 14日，在兰考县东坝头乡，
农用车的马达声和着泡桐树上的鸟
鸣，奏响了和谐的乡间晨曲。当天，
30多位记者来到兰考县法院东坝
头法庭，感受基层法官如何面对乡
亲们的“家长里短”。

法庭门口的公示牌上，全庭干警
的联系方式及每天的去向一目了然，
上面还有兰考县法院院长张童的电
话号码。“群众来办事保证能找到
人，决不让群众空跑腿。”东坝头法庭
庭长刘富介绍，东坝头法庭辖区人口
12万多人，去年受理案件634起，其
中大多数在法庭就解决了。

上午，记者旁听了刘富审理的
一起婚姻纠纷案件。双方是一对结
婚不久的年轻夫妇，考虑到原被告
尚有一定感情基础，庭审结束后，刘
富耐心地对他们进行劝解教育，双
方都表示愿意给婚姻一个冷静期。

送走小两口，刘富又被另一起
案件的当事人拉住了。这是不久前
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赔偿案，经法
庭调解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被告
一次性赔偿原告2万元。但到了履
行那天，被告却拿来一袋子零钱，刘

富当即对被告进行批评教育。于是，
双方再次来到法庭交接赔偿款。

上午 10时，在调解室，一起发
生在亲戚之间的财产纠纷案在刘富
的主持下调解成功。“基层法庭是离
老百姓最近的地方，受理的案子大
多都是亲戚、邻里之间‘鸡毛蒜皮’
的小事，案件虽小却关系群众的切
身利益。”

半小时后，记者跟随法庭法官
郭国起来到东坝头乡韩李村。郭国
起与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1+2”合
议庭，对一起租赁合同纠纷进行巡
回审判。

几张桌子，一条横幅，简易的巡
回法庭很快就布置完毕。“巡回法庭
就是把法庭开到案件多发地，让百姓
少跑腿，审理一案，教育一片。”郭国
起说，兰考县法院是全国法院人民陪
审员改革试点单位，选择人民陪审员
参与庭审，是因为他们知民意、接地
气，既有助于提升审案的效率和质
量，也有利于让司法更加彰显民意。

返回途中，记者看着乡间道路
旁一排排挺拔的泡桐，感觉奔走在
乡间的法官们和泡桐很是相似，虽
然普通，但很坚韧，年复一年在群众
身旁捍卫着公平正义。③6

体验最基层法官如何断“鸡毛蒜皮”案

乡间法庭播洒公平正义阳光

本报讯（记者 王映 通讯员 蒋
晓宇 冯云丽）外卖虽然为我们的生
活带来方便，但采用不可降解塑料
制成的餐盒和塑料袋会造成“白色
污染”。3月16日，南乐县生物基材
料产业“牵手”美团外卖平台，将其
在该县的外卖包装袋全部替换为全
生物降解塑料袋。

南乐县生物基材料产业集群是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批复的全国两
家之一、我省唯一重点扶持的示范
性产业集群。目前，该集群初步形
成了完整的生物基材料产业链，即
以玉米芯、玉米秸秆等转化 L-乳

酸、聚乳酸等工业原料，产出可完全
降解的塑料袋、农用薄膜、服装、汽
车内饰材料等终端产品。

为更好地推广使用一次性可降
解塑料制品，南乐县政府制定了专
项价格补偿政策。商家采购特定全
生物降解塑料袋时，零售价的 50%
由县政府承担，以补贴或专项资金
等方式对生产企业进行支付。“生物
基材料产品可在多个领域替代石化
塑料、化纤、橡胶等材料，其终端产
品的广泛应用，将有效解决‘白色污
染’带来的环境问题。”南乐县政府
有关负责人表示。③5

外卖也可以很环保
南乐县财政补贴推广全生物可降解塑料袋

180家国际科技合作平台架起“创新之桥”

河南加速融入全球创新网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精彩收官

中原“文化大餐”暖侨心

3月 13日，国道234焦
作至荥阳黄河大桥及连接线
工程项目工地，施工人员正
在吊装箱梁板。该项目总投
资 36.477 亿元，设计全长
26.356公里，计划2019年
8月全线建成通车。⑨6 刘
金元 摄

我省选调200名毕业生服务基层

3月 16日，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在科技

部刚认定的2017年度国家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名单上，我省的动物免疫学国际联合研究中

心、地下基础设施非开挖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

心和电子材料与系统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名列

其中。至此，我省共有16家国家级国际联合研

究中心和164家省级国际联合实验室。这180

家国际科技合作平台组成的“创新之桥”，正在

引领河南加速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

□本报记者 尹江勇

发挥优势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我省主要围绕具有良好基础和优势特色的
农业、医学、新材料等学科和产业，通过国际联合
研究中心（实验室）建设，引进吸收先进技术和成
果300余项，有效提升了我省研究开发水平和科
技创新能力。”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马刚说。

此次新增的3家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使
我省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动物免疫学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建立的食品
安全快速检测技术体系和新概念疫苗研究策略
目前在国内具有领先地位，已经与美国疾控中
心、哈佛大学医学院、得克萨斯农工大学、俄亥俄

州立大学等多家著名科研机构开展了卓有成效
的合作。

地下基础设施非开挖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
心长期从事基础工程设施安全维护理论与技术
研究，在基础工程渗漏涌水防治和隐蔽病害诊治
方面取得系统原创性成果，与美国、丹麦、英国等
国家科研机构、企业开展了长期合作。

电子材料与系统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与2014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日本名古屋大学天
野浩教授团队在氮化物半导体领域开展长期、密
切的合作研究。

依托优势实现强强联合

本报讯（记者 樊霞）3月 16日，
记者从河南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
基金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运行两周年
座谈会上获悉，两年来，我省使用道
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1.9亿元，
超过4000人受助。

该救助基金主要针对抢救费用
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肇事机动车
未参加交强险、机动车肇事后逃逸
这三类交通事故的受害方，根据申
请，垫付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
用、部分或全部抢救费用。

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
救助基金于 2016年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委托中原农险承办，是对政府

职能转变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一次有
益探索，让救助基金更好地发挥了

“救命钱”的作用。
实施政府购买服务以后，我省

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使用效率大
幅提升。两年来，全省使用救助基
金1.9亿元，消除了之前存在的市县
救助盲区。其中，2017年我省使用
救助基金1.17亿元，居全国前列。

资金追偿工作明显加强。坚持垫
付与追偿并重，保障救助基金的健康、
稳定、可持续发展。两年来，中原农险
对经办的事故责任明确的2173件垫
付案件、3254名责任人发起了追偿，成
功追回垫付资金2614.49万元。③5

实行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政府购买服务两年来

1.9亿元“救命钱”惠及4000多人

3月16日，焦作市解放区的“全科医生”领到了助诊包。今年以来，该
区聘任的300名“全科医生”走进社区，开展健康知识讲座、义诊等公共医
疗服务活动。⑨6 李良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