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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

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

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加快推进数字经济、

智能制造、生命健康、

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形成更多新的

增长点、增长极。总

书记视察河南时，在

中铁装备、郑煤机等

企 业 频 频 提 及“创

新”，鼓励实体经济靠

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

的增长点。

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要“提高科技

创新支撑能力”，引发

广泛关注。我省如何

以创新引领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打造更多增

长点、培育更多增长

极？本期《总编有约》

特邀全国人大代表，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

书记、厅长李涛和中国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杜

娟，共同交流探讨。

编者按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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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雅鸣

全国人大代表，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
李涛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中铁
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王杜娟

本期嘉宾

复工复产不是单个企业的事情1

主持人：我们对河长、湖长、林长已

经很熟悉了，科技创新贯穿企业“三

链”，是否也需要有“链长”来管理？

李涛：这点大家不谋而合，代表们
审议讨论时，同样谈到“链长制”这个建
议。

一辆汽车的生产需要零部件、整车
等企业的密切配合，一件服装的背后有
纱线、面料、商标等多个链条，缺一不
可。无论是企业生产运行，还是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都离不开产业链、供应链、
价值链的稳定和提升。一家企业能否
复工复产，复产之后能否达产，不仅取

决于自身实际，更受制于上下游产业链
的咬合。

“链长”可以主动发挥政府积极作
用，协调解决发展中的困难，精准帮扶
产业链协同发展，是一个打通产业链上
下游配合和协调的关键人物。眼下，全
省各地正在抓产业链复苏，作为一项制
度创新，此时推出“链长制”，恰逢其时。

河南有食品和装备制造两个万亿
级产业集群，还有汽车、电子信息等优
势产业集群。实行“链长制”后，把产业
链进行细分，把责任落实到人，由此挂
扣起供应链、信息链、采购链、服务链、

人才链、资金链等多个链条，围绕龙头
企业吸引更多的“链条”上下游企业入
驻。“链长制”会引导政府部门的管理思
路从零散点状向系统链状转变，这将是
放眼于产业链长远健康发展的一次大
胆尝试。

王杜娟：“链长制”的做法，更加重
视产业的上下游配套，这个可能是跟过
去不同的一点。拿中铁装备来说，我们
所有产业链条其实就是一个上下游产
业之间的相互配套，配套做好了，大家
就可以更加充分地发展。③5

（文字整理 柯杨 栾姗）

河南制造
怎样变“增长点”为“增长极”？

主持人：制造业化危为机，加速

发展，创新是一股硬核力量。请问

李涛代表，疫情防控期间，河南工业

企业如何以创新这个“火车头”引领

复工复产，实现“破茧”突围？

李涛：制造业是吸纳农民工就
业的第一大产业，也是稳就业的主
阵地。在这次应对疫情的过程中，
制造业还承担着防疫物资生产和稳
经济、稳就业的重任。河南与中央
保持一致，两场硬仗同时打，制造业
的先行复工复产至关重要。目前，
河南制造企业已经基本实现整体复
工复产，像中铁装备等中央企业、郑
煤机等省属国企充分发挥排头兵的
示范作用，不仅努力把疫情带来的
不利影响降到最低，还保证生产经
营稳定运行。

疫情是块“检验石”，我们深化
了对产业集群“葡萄串效应”的认
识，也就是说，环环相扣、前后衔
接。确保有序复工复产，不是单个
企业的事情，只有上下游企业都运

转起来，链条才能活起来，企业复工
复产才有质量。

主持人：中铁装备是“国货盾构”

的领军企业，对于“链式协同”复工复

产，王杜娟代表有着怎样的体会？

王杜娟：“设计在河南、采购在
全球、制造在中国”，中铁装备盾构
机产销量连续三年世界第一，秘诀
正是在于“河南—全球—中国”的产
业链供应链分工合作。今年农历大
年初十，中铁装备开始恢复正常生
产，当时只能恢复 30%的产能。我
们克服重重困难，充分发挥龙头企
业产业聚合能力强、辐射作用大的
优势，推动产业链上下游 800 多家
企业复工复产，促进全链条正常运
行。复工至今，已经制造了近 20台
盾构机，并且全部验收合格。

前段时间，中铁装备联合洛阳
LYC轴承有限公司，为民族盾构机
装上了“中国心脏”。这就是我们适
应新情况，把“断链”环节迅速补起
来的一个好例证。

“搭积木”营造创新生态2
主持人：中铁装备、郑煤机、宇通这

样的明星企业有哪些共同之处？请两

位代表谈谈，河南如何走出更多的制造

业龙头企业？

李涛：一个优秀的企业不是一方面
优秀，而是方方面面都优秀。有句名言
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
庭各有各的不幸。”用在企业身上同样
合适。能够成为中铁装备、郑煤机、宇
通这样的明星企业，创新方面一定是走
在同行业前列的，而且无论是机制创
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还是行业创
新，都没有“偏科”。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提高
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其中具体谈到，

“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这是一个实
打实的举措，明确了分类创新的问题。
基础创新在高校，应用创新在企业。一
直以来，我们的基础创新都比较薄弱，

事实上基础研究往往是最难的，需要久
久为功的钻研，需要科学家坐得住“冷
板凳”。

王杜娟：河南如何走出更多的制造
业龙头企业？我希望提升全民的创新
能力。基础创新弱、应用创新强，其实
是制造业多年“跟跑”过程中形成的局
面。但时至今日，“中国制造”已经从跟
跑并跑向领跑转变，创新是为了更有尊
严地活着并且活得好。想活得好，就必
须重视基础创新，这是应用创新的“根
基”；想成为受人尊敬的企业，必须让创
新回归到科学的本源，将创新的境界从

“产学研合作”提升到“造福全人类”的
高度。例如，中铁装备与高校合作，在
力学方面的基础研究，并不只是用在产
品上，更多的是要给全行业提供新的科
研方向。

基础创新是“根基”。这里，我想提
一个关于基础教育的建议，植树育人

“多一点好奇心，少一点功利心”，希望
孩子们未来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去择
业，一个人只有发自内心喜欢一个行
业，他才会迸发出创新力；只有我们一
代更比一代强，社会创新力才能提升上
来。

主持人：河南的工业规模居全国第

五位，我们的工业规模和创新水平之间

是否存在差距？

李涛：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企业创新按阶段可以分为低端、中端、
高端，在每个阶段里做到最好，就积累
了继续“上台阶”的力量。

过去讲创新，往往是随机发生的个
人行为，现在的科技创新则表现出一种
系统性，工信、科技、教育等部门正在努
力营造创新的环境，抽出政府政策这块

“长板”，去补齐社会创新这块“短板”，
“搭积木式”营造创新生态，从体制机制
上解决本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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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复苏需要有个“链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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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飘香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老李啊，你种了多少亩小麦
啊？”看到屏幕上出现了熟悉的麦
田，许为钢有些激动。

“许教授，我通过合作社流转了
2200亩标准农田种优质小麦，您给
指导指导。”和他连线的延津县塔铺
街道办事处大柳树村种植大户李元
智也十分兴奋，他站在田间，向身后
画了一个弧，目之所及都是黄澄澄
的麦浪。

感受到丰收的气息，许为钢兴
致很高，详细了解李元智的种植模
式、选育品种和天气情况。

“我来北京之前，到几处田里看
了看，长势都很好。你这样的种植
大户使用优良品种，带领大家走现
代农业的道路，在先进农技的应用
推广方面作出了示范，为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也作出了贡献。”许为钢高
兴地和李元智话别，“我相信，咱们
省的小麦生产一定会一步一个台阶
地向前发展。”

紧接着，另一个视频切了进
来。尉氏县张市镇沈家村党支部书
记石长锁站在村子的高标准粮田
里，揉搓着麦穗和许为钢打招呼。

“一看就是老把式了。”许为钢
笑着通过屏幕查看小麦长势，“叶片
很干净、结实很好、质地饱满，再过
十几天就能收获了，看样子今年又
是个好收成。”

“这片高标准粮田是习近平总
书记来河南视察时查看过的，咱河
南农民一定会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
任，确保颗粒归仓！”石长锁粗犷的
声音掷地有声。

“听了你这句话，我晚上在驻地
吃饭都更有劲儿了，哈哈！”

大家的笑声“隔空”飘荡。

油茶喜人
走好绿色发展之路

小麦之于许为钢，就像油茶之
于熊维政。

近年来，熊维政着力于信阳油
茶等优势资源的开发，使油茶成为
促进当地群众脱贫奔小康的优势产
业。“我现在走到哪儿都要宣传油茶
籽提取的茶油，大家都叫我‘熊茶
油’，我喜欢这个称呼。”

和他连线的是他的“同行”，河
南省联兴油茶产业开发公司的负责
人陈世法。他在光山县发展油茶产
业，基地规模达 3 万亩。去年 9 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到联兴公司开
发的司马光油茶园视察指导，给了
陈世法莫大动力。

“确实像总书记指出的那样，种
油茶绿色环保，是促进经济发展、农
民增收、生态良好的一条好路子。”连
线一开始，两位“茶友”共同交流起了
对总书记重要讲话的学习体会。

谈到油茶树的好处，两个人如
数家珍：油茶树浑身都是宝，榨的茶
油可以调节血脂、清理血栓，茶饼可
以提取茶皂素，应用于洗涤用品、化
妆用品，油茶园还可以打造成一个
非常好的旅游产业，等等，它的产业
链非常长，“可以说是‘生态树’‘致
富树’‘幸福树’。”

“老区的油茶树这么好，还请您
在北京多宣传宣传啊！”听到陈世法
的话，熊维政一口应承下来：“大别
山老区稳定脱贫，是我们共同的责
任。咱们互相合作，生产高质量茶
油，把茶油产业做强做大，让大家吃
上健康的好油，为人民健康、老区脱
贫作出更多贡献。”

话题越说越多，兴致越来越
高。通过连线，代表们为民履职的
劲头更大，乡亲们踏实苦干的底气
更足。

这样的劲头和底气，源于河南坚
决扛起粮食安全的责任和担当，源于
中原大地生产全国 1/4小麦、3/5汤
圆、7/10速冻水
饺的整体实力，
源于农业大省
从“国人粮仓”
到“国人厨房”
再 到“ 世 人 餐
桌 ”的 精 彩 蝶
变。③4

小麦飘香 油茶喜人
——“请把我们的话带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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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1日傍晚，刚刚结束代表团全体会议的全国人大

代表、小麦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许为钢和全国人大代表、信

阳信锐油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熊维政，抖擞着精神，来到

驻地采访室，参加一个特别的线上互动交流活动。

同一时段，千里之外的中原大地，延津县、尉氏县的高

标准粮田里麦浪滚滚，光山县万亩油茶园绿意盎然，当地的

几位农民代表、种植大户正守在田间地头，等着和人大代表

们连线，聆听全国两会上的声音。

这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国两会报道组策划的一项活

动，一边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代表，一边是河南最基层的

农民乡亲，通过云视频，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却又意味深长

的对话……

□本报记者 李铮 刘勰 马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