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一高职院校开创人才培养新途径

用读研的方式上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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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铁路

职业技术学院

精心组建了导

师团队，为入选

创新实验班的 28 名学生

配备了 13 位优秀导师。

校内导师团队有 8人，包

括学校“黄大年式”教师团

队带头人、学术技术带头

人、相关专业领域专家教

授；校外导师团队有5人，

全部来自郑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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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敏）10 月 13
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
年前三季度，全省交通运输经济运
行总体稳中有进，河南交通阶段性
成绩单亮点频现。

截至 9 月底，全省交通运输基
础设施建设累计投资 350 余亿元，
占全年目标的 74.2%。其中，高速
公路、干线公路、农村公路、运输场
站、内河水运以及信息化、绿色交通
等支持系统分别完成投资 130.1 亿
元、105.8 亿元、87 亿元、12 亿元、
11.2亿元、3.9亿元。

前三季度，我省完成新改建干线
公路501公里、农村公路6632公里，
完成乡道及以上公路安全生命防护
工程 5551公里，完成乡道及以上危
桥改造129座。今年年底前，郑州机
场至周口西华高速公路二期工程、三
淅高速公路豫晋省界至灵宝段、安阳

西北绕城三条高速公路将建成通车。
今年，省交通运输厅以 6 个全

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和 17个省
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为引领，全
面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2018
年拟退出的 33个贫困县和 1800个
贫困村提前实现通硬化路、通客车、
通 邮 政“ 三 通 ”目 标 。 目 前 全 省
6826个贫困村实现通客车，16个县
市开通了 62 条农村运输旅游结合
线路，既满足了农民群众出行需求，
又带动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今年以来，我省交通客运能力
表现良好，货运能力发展迅速，运输
装备日渐多样，满足了人民群众的
出行和货物流通需求。截至 9 月
底，全省公路水路累计完成客运量
6.9 亿人次、货运量 17.6 亿吨，完成
旅客周转量519.9亿人公里、货物周
转量4888.8亿吨公里。③5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10月 13
日，首届中国创新方法大赛河南分
赛区比赛在洛阳举办。经过激烈角
逐，“汽车前照灯灯光调节系统改
进”等 10个项目脱颖而出，荣获一
等奖，“基于 TRIZ理论的新型皮带
输送机设计”等 20个项目获得二等
奖，“人造金红石制备方法的研究”
等29个项目获得三等奖。

中国科协、科技部联合举办的
首届中国创新方法大赛，旨在充分
发挥创新方法在推动创新创业方面
的重要作用，展示交流创新方法重
要成果和实践，培育创新方法团队。

本次河南分赛区比赛由省科协
和省科技厅联合主办，全省上百个
参赛团队的 300余名企业科技人员
参赛，项目涉及机械、制造、交通、电
子、生物、能源、材料等多个专业领
域，经过网上初评，共有 59个参赛
团队的项目晋级分赛区决赛，展示
了我省创新方法推广与应用取得的
成果，展现了我省企业科技工作者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与活力。

据了解，河南分赛区获奖的优
秀项目经择优推荐，将晋级 11月在
湖南长沙举办的首届中国创新方法
大赛总决赛。③5

首届中国创新方法大赛
河南区比赛举办
获奖项目将择优晋级全国总决赛

河南交通晒出阶段性成绩单

年底前又将有三条高速公路通车

□本报记者 李鹏

中铁四局郑州南站项目部正前方，
一个修剪成河南地图状的草坪郁郁葱
葱，其上用红蓝两色“铁轨”勾画出的

“米”字，大气磅礴，格外显眼。
连南贯北，承东启西，“米”字形高

铁，畅行八方，这是出彩河南在中国版
图上的骄傲。而眼前这个造型别致的
草坪设计，则体现着高铁建设者们的
自豪。

“红色线条都是我们参建的部分，
光是高铁就修建了三条。‘米’字延伸的
八个方向，六个都有我们的‘手笔’！”10
月 8日，范伟指着眼前这个“米”，和记
者聊起来。

中铁四局一公司副总经理、河南片
区负责人范伟虽是江西九江人，却是河

南“米”字形高铁建设的亲历者和见证
者。这位 47岁的高铁老兵，自己都没
想到在中原一待就是十年，从画“十”
字，一直干到写“米”字。

2008 年 ，由 于 拥 有 修 建 武 广 高
铁、昌九高铁的丰富经验，范伟被派
来参与京广高铁河南段施工。连线

成网，越织越密！先是修京广，京广
高铁通车运营当天下午，郑徐高铁河
南段就开工了，紧接着就是 2016年郑
万高铁河南段项目进场，现在又参与
了郑州南站建设，他就这么一路干了
下来，为“米”字铺轨近 2000 公里，范
伟也因此获得 2017年河南省“五一劳
动奖章”。

十年下来，河南已然是老范的第二
故乡。他现在早上去食堂不是羊肉汤
就是胡辣汤，本地的同事都打趣，“范总
比我们还地道！”

“中原通，路路通。河南是全国第
一个提出‘米’字形高铁概念的省份，这
里的人民厚道实在。”刚过去的国庆假
期，范伟带领下的中铁四局河南段员工
顾不得休息，“老百姓对于高铁的期盼，
正是咱建设者最大的动力！”

国庆期间，高铁建设者们在火热
奋战的工地现场手持五星红旗，摆出

“69”字样，祝福新中国 69 岁生日快
乐，用坚守和劳动献上礼物。巨幅国
旗掩映下，一侧是正在铺轨的郑万高
铁尉氏县境内部分，明年建成后，郑
州到重庆只需要 4个小时，“千里江陵
一日还”不再是梦；另一侧是加紧建
设的郑州南站，它将成为融合高铁、
城际、航空、地铁等诸多功能的特大
型、综合性交通枢纽，堪称郑州东站
升级版。

“郑万高铁、郑州南站项目，都是
中原老百姓关心的大工程，一定向河
南人民交出满意答卷！”采访结束时范
伟说，千里来“种米”，看着它越长越
大，辐射全国，他还想在这片土地再干
上十年。③4

老范千里“种米”记

□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刘梦珂

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
商丘已经告别“剜到筐里就是菜”的
时代，正走进精益求精、质量优化的
新时期。

近日，记者跟随省委第三学习调
研组深入商丘市开展学习调研活动。

在河南永安纺织有限公司，偌大
的生产车间内只有寥寥数人，自动络
筒机忙碌地纺着细纱、粗纱……

河南永安纺织有限公司是一家
集棉花种植加工、仓储物流、纺纱织
布、棉纺织品进出口于一体的现代
企业。近年来，为尽快实现高质量
发展，该企业不断延伸中高端产业
链，建设现代化综合性大型针织
厂。2017年，该企业与中国恒天集

团合作，在夏邑县建设“设备高起
点、技术高标准、生产高层次、产品
高质量”的恒天永安新织造项目，该
项目将实现产业优势互补，推动夏
邑县产业集聚区转型升级。

“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变‘制造’
为‘创造’。”河南厚德钻石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说，企业为不断提升产品、工
程和服务质量，加大研发投入，已拥有
人造金刚石压机的定速卸压控制系统
等11项实用新型专利，今年再次转型
升级，逐步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河南永安纺织有限公司、河南厚
德钻石科技有限公司只是商丘市深
入推进产业集聚区提质转型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商丘市深
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有利于高质
量发展的体制机制，积极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推进经济朝质量更好、效
率更高、动力更强的方向阔步挺进。

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
会议强调，要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

的核心位置，抓好创新载体，壮大创
新主体，完善创新机制，建设人才强
省，激活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商丘市委书记王战营说：“我们
强力实施新兴产业培育工程、传统
产业技术创新工程、科技创新主体
培育工程等科技创新‘十大工程’，
推进创新驱动、激活动力。”

提升创新能力，为转型升级添动
力。截至 2017年年底，商丘市围绕
主导产业，建设省级以上各类检测中
心 11家；省级以上研发中心 82家；
新批准高新技术企业 25家,全市拥
有高新技术企业 76家，国家级高新
技术产业化基地4个，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5个,院士工作站2个；实施
83家工业企业“机器换人”工程,运
用智能制造技术和自动化装备,改造
传统优势行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凭风借力好扬帆。如今，商丘
各个产业新亮点异彩纷呈，在创新
驱动的引领下，商丘市正以骄人姿
态，昂首阔步踏上新征程。③8

深入学习调研
聚力中原出彩

商丘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

告别“剜到筐里就是菜”的发展方式

中原通，路路通。河南是全
国第一个提出‘米’字形高
铁概念的省份，这里的人民
厚道实在。

□本报记者 田宜龙 尹江勇

有着双创“国赛”美誉的第七届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先进制造行业总
决赛，眼下正在古都洛阳如火如荼
举行。本次大赛作为国内规模最
大、辐射最广的创新创业盛会，由科
技部、财政部、教育部、国家网信办
和全国工商联共同指导举办，吸引
了全国各地 242家创新创业企业同
场竞技。

10月 12日上午，第七届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先进制造行业总决赛开
幕式暨先进制造高峰论坛在洛阳举
行。盛山资产合伙人李晶，上海交
通大学教授、上海智能制造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习俊通等专家，分别进
行主题演讲。

“智能制造的核心是什么？是
大规模按需定制。”李晶认为，进入
互联网时代后，由于消费方式的变
革，产品需要大量按需定制，这就需
要通过智能制造来实现。

李晶表示，智能制造的长期目
标是无人制造。智能制造能够大
规模推广，关键就是按需的、高度
灵活的无人制造。智能制造时代，

制造行业将变成一个非人力密集
的行业，而是资金、技术驱动的行
业。

支持无人制造的三个关键点为
数字化制造、网络化制造和智能化
制造。数字化制造解决了可以计算
的问题，网络化制造解决了可以通
信的问题，智能化制造将实现实时
的、智能的计算。李晶认为，有了
5G以后两到三年时间，人工智能可
能就会有新一波的起飞。

习俊通表示，人类现在经历的
四次工业革命，每一次实际上都有
一些标志性的技术、生产模式的变
化和典型的产品。现在我们面临第
四次工业革命，也就是智能制造的
革命。智能制造的革命最典型的标
志是人工智能。

这一背景下，智能制造会给企
业提出什么样的新要求？习俊通认
为，这个变化是全方位的，会为产品
生命周期各个环节都带来全面深刻
的变化。例如，在未来工厂的生产
过程中会大量用到AR、VR、可视化
技术等，让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变得
透明，一出现问题就及时发现解
决。③4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用读研的方
式上专科！我省高职院校开创人才培
养新途径——10月 12日，在郑州铁路
职业技术学院2018级轨道交通创新实
验班开班仪式上，记者了解到，学校将
对入选首个创新实验班的28名优秀新
生进行个性化培养，专门组建郑州大学
5人导师团队、校内 8人导师团队对他
们进行专业能力、综合素质、创新精神、
人文素养等全方位培养，打造高素质高
职人才。

据了解，这个实验班的同学可谓该
校的“学霸军团”：28人中，有 4名普通
高校全日制本科毕业生，3名超过一本
线的同学，20多名超省份本科线 90分
以上的同学。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校长孔凡士在开班仪式上动情地说：

“怎样把这些优秀学生培养成德才兼

备、全面发展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我们
深感责任重大。”

孔凡士表示，要探索定制化的人才
培养路径，为不同类型的学生提供“配
得上、配得好”的教育。他说：“‘一带一
路’建设有力地促进了轨道交通产业转
型升级，对轨道交通类人才在数量和质
量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学校朝
着更深层次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难
得的机遇，我们要力争把创新实验班建
成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示范班和先行
班，探索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新途径。”

学校精心组建了导师团队，为 28
名学生配备了13位优秀导师。校内导
师团队有8人，包括学校“黄大年式”教
师团队带头人、学术技术带头人、相关
专业领域专家教授；校外导师团队有 5
人，全部来自“双一流”高校郑州大学。

学校还为每一个同学制订个性化
培养方案，第一学期实行通识培养，第
二学期细分专业方向。创新实验班基
本学制3年，可实行弹性学制。这意味
着，如果表现突出，修完课程和环节，同
学们可以提前毕业。

虽然创新实验班是学校的“特区”，
但进入实验班的同学也并非高枕无忧
——学校对这个班进行动态管理，建立
了退出机制：违反校规校纪、受到警告
及以上处分者，每学期所修的全部必修
课程中出现不及格者，或所修全部必修
课程平均分数低于70分者都要回到普
通班学习。

“希望通过这个创新实验班的探
索，不仅为学校打造人才培养模式的新
亮点，也为河南高职人才培养探索新路
子。”孔凡士说。③5

“智能制造的长期目标是无人制造”

10月 11日，郸城县供电公司员工在
宁平镇“煤改电”现场施工，为群众冬季用
电取暖提供可靠保证。⑨3 刘兴刚 摄

10 月 11 日，平
顶山市新华区西市场
街道三七街社区举办
“和谐敬老 喜迎重
阳”联欢活动，社区志
愿者和来自该市第十
二中学的学生为老
人送上节日贺卡和礼
物，并表演了文艺节
目。⑨6 李英平 摄

和谐敬老
喜迎重阳

取暖季前施工忙

（上接第一版）
记忆乡愁“留下来”，文明素养

“提上去”。没有文明的市民，就没
有文明的城市。11日下午，观摩团
成员来到项城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大家围在与项城融媒体中心相
连的电子大屏幕前，认真地听讲解
员介绍当地创新的“新闻+”理念，看
如何通过网络平台，采用“超市”式
供应、“菜单”化服务、订单式配送，
让百姓根据意愿“选文化”“淘文化”

“点文化”，打通文化惠民、文明新风
传播的“最后一公里”。

观摩团成员、新县县长夏明夫
对此感受很深：“新县红色文化资源
丰厚，如何利用好这种融媒体的创
新传播方式，值得借鉴学习。”

内涵提质 集约发展——

“请君再看周口城”

城市建设长期滞后的周口市，
在这次观摩中让人“眼前一亮”。
塔吊林立的城建、强力推进的棚
改、明显改善的市容，还有芳容初
现的沙颍河风景区、满眼绿色的森
林公园、加快建设的万达商业综合
体、即将开工的会展中心、周口大
剧院，让一些近两年没来过周口的
观摩团成员一边看、一边叹，连称

“变化很大”。
陈润儿特别点评周口，是以“请

君再看周口城”的决心、抓住“百城

提质”机遇，大力推进内涵提质，两
年来“加快了发展、增添了活力、改
善了形象”。

在致力打造“豫货出海口”的周
口港，陈润儿现场为周口“以港促
城”的战略支招：要抓好多级开发、
推进多式联运、发展多元主体，通过
联运和多元化、市场化发展之路，真
正把周口的水运优势发挥出来；同
时要减少水污染、维护好水生态，为
周口港持续发展、更好融入“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创造环境。

省长赞许的不搞盲目扩张、坚
持内涵发展的提质方向，让不少观
摩团成员感同身受。这种感受，体
现在观摩中不时显现的因地制宜、
集约发展理念上：

周口市民常去的铁路主题公
园，是利用洛阜铁路废弃段通过生
态修复建设成的。既留存了历史符
号，又成为市民休闲新亮点。

项城植物园利用原有的废旧窑
场堆山造景、引水建湖，打造 1400
亩的景观花海。负责人特别介绍，
园里铺设的是 79元一平方米的透
水砖，变废为宝的同时也实用美观。

这种感受，更体现在每到一地
看到的百姓真切的笑容、提质喜人
的变化，以及不同城市彰显特色、

“各美其美”的发展自信上。随着百
城提质、文明创建的深入推进，相信

“请君再看”的不仅是周口城，中原
大地的出彩蝶变，令人期待。③4

以人为本 出彩蝶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