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地扶贫搬迁的“河南样板”

绘好“蓝图”，依托“四靠”搬得出

建设“家园”，覆盖“五新”稳得住

充裕“钱袋”，围绕“七力”能致富

去年，省科协共组织专家152
人，赴企业开展工作 168次，
培训企业科技人员 1343人，
建立协同创新基地1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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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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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84岁了，能干事的时间
不多了。我还有目标没有
完成，不能歇下来。

460
个

我省积极组织90余家用人单
位参与网上“招才引智”，累计
发布人才需求460个，通过现
场视频面试对接3000余人

凝聚科技界力量凝聚科技界力量 服务高质量发展服务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 通讯员 袁宾）“前几年市场需求
分化，普通的液压管材一米卖几十元，高端的特种管材一米
能卖到 1.2万多元，我们急需人才来协助攻克高端产品线的
生产技术难题。”5月 27日，漯河利通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赵洪亮介绍，了解企业需求后，省科协积极组织专家
团上门考察，并派专家长驻企业，与一线技术人员密切交流，
现场提供技术服务。

省科协副主席邓洪军介绍，去年以来，省科协针对地方
重点产业关键技术难题，组建 8个由多个学会组成的跨学科
跨领域的专家团，对接省辖市产业 110次，签订协同攻关协
议41项，破解产业关键共性科技难题24项。

“近年来，省科协广搭科技人才‘交流桥’，积极组织引
领广大学会和科技工作者进军科技创新和经济建设主战
场，既提升了学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又为广大科技
工作者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舞台。”省科协党组书记、主席
曹奎说。

搭建为地方产业发展服务的学术技术交流“立交桥”。
为有效破解产学研结合难，省科协拓展实施百千万创新驱动
助力工程、学术引领工程，创新实施“一业一会”“一业一科技
服务团”“一业一研报”等平台机制，有效加强了行业内人才、
成果、信息的交换和技术互补，打破了学术交流与产业发展
之间的无形“藩篱”。

搭建助力科技人才成长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高架
桥”。省科协集中力量重点推进“青年人才托举工程”“中原
青年拔尖人才”“河南省青年科技奖”三大青年培育平台的建
设，重点针对青年科技人才及其在研项目加强支持，同时积
极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建设，解决科技成果转化“最
后一公里”问题。

搭建专题研讨和专题联合攻关的“专用桥”。省科协重
点引进全国学会来豫开展专题学术技术交流，2019年共资助
了26项国际性、全国性、全省性学术技术交流活动，促进我省
学术交流水平和层次显著提升。同时积极实施专题协同创
新项目，支持学会、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的专家学者与地方
产业界科技工作者交流合作、协同攻关。

据统计，去年，省科协共组织专家 152人，赴企业开展工
作168次，培训企业科技人员1343人，建立协同创新基地15
个，为企业节约科研经费 1008 万元，产生经济效益 1.83 亿
元。③8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5月 29日，记者从河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近日在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
大会组委会办公室的动员和组织下，省内90余家用人单位组
团参加“2020 年春季西部六校博硕毕业生空中双选会”，
3000余名硕博人才参加了“云”面试。

据介绍，“西部六校”指的是兰州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
学、西北工业大学、长安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这 6所高校。为
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以上6所高校承办了此次“双选会”。我省积极组织了河南大
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河南省肿瘤医院等 90余家用人单位
积极参与网上“招才引智”，累计发布人才需求460个，通过现
场视频面试对接3000余人。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组织参加本次活动是中
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2020招才引智专项行动”的
一项预热活动。另外我省希望通过网上平台，打造永不落幕
的大会，本次运用互联网和AI技术开展招才引智工作，是一
次有益尝试，为我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大规模招
才引智活动提供了新方法、新途径。③9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发力
智能制造，许昌求才若渴。5月 30日，记者从许昌市委人才
办获悉，该市日前发布 2020年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目录，智能
电力装备产业等九大重点产业共征集各类人才876名。

许昌是全国重要的电力装备生产基地、中西部地区最
大的电梯生产基地、全球最大的人造金刚石生产基地和发
制品生产基地，工业综合竞争力位居全省第三。2019年，许
昌市政府出台《许昌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明确提出发展智能电力装备产业、新能源及网联汽车产业、
5G 产业、高纯硅材料产业、现代生物和生物健康产业等九
大重点产业，力争通过 3至 5年的努力，打造 6个千亿级产
业集群。全市先进制造业人才需求总量呈逐年增加态势。

为加快集聚产业紧缺人才，许昌市围绕九大重点产业编
制并发布人才需求目录，依据“岗位名称”“需求数量”“招聘
难易度”“岗位职责”等要求，2020年将征集各类人才876名，
促进产业与人才的良性互动发展。

“创新驱动，人才为本。”许昌市委人才办负责人表示，随
着许昌市强力推进“智造之都”建设，全市人才需求正从注重
数量向注重质量转变，在此次发布的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目录
中，智能电力装备产业、智能制造人才需求最为旺盛，最紧俏
的岗位包括高级机械设计工程师、总装设计师、软件开发工
程师等。③6

□本报记者 杨晓东
本报通讯员 曹耀强 白贺阳

“这块地去年每亩播种3.85斤，如今亩
产1209斤麦子。”5月29日，上蔡县东洪镇
小麦育种试验田，84岁的育种专家刘世扬
在向大家作展示，“‘轮选121’属多穗型、中
熟、半冬性、强分蘖小麦品种，育它我花了
十来年，比养闺女还操心。”刘世扬的 200
亩试验田中，有近 2000个试验品种，他却
对“轮选121”偏爱有加。

“熬白头、跑断腿，育出个好种子比培
养个清华、北大的苗子还要难！”刘世扬介
绍道，杂交、选种、扩繁、区试……每一个
环节都是以年为计数单位，一个好品种从
培育到通过审定，再到大面积推广，幸运的
话至少需要13年，有的需要15年，甚至需
要花费一个育种专家一生的光阴。一个好
品种，浓缩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心血和
韶华。“2019年有 11个品种参加国家和省

矮败联合体试验，今年有 2个品种参加试
验，数量不是关键，我就是想培育一个集多
个优点于一身的大品种、好品种。我现在
育种只是在爬山阶段，还没到达峰顶，任重
而道远！”刘世扬拄着拐杖走累了，但非要
坚持走到“轮选121”试验田的旁边坐下，看

着沉甸甸的麦穗，他满眼爱意。
刘世扬退休前是上蔡县东洪镇农技

站站长，从事一辈子农业科研工作，因退
而不休一直从事芝麻、小麦品种培育，从
高级农艺师晋升为研究员职称。2009年，
他注册成立了上蔡县创新农业科学技术
研究开发中心，以小麦育种为主，非企业
经营性质。前期，他全是用自己的积蓄投
资育种。

“走得最多的是土路，摸得最多的是
麦穗，记得最深的是各种数据。”两耳不闻
窗外事，一心只在育种上。为了培育新品
种，刘世扬前前后后投入 200多万元，克
服各种困难，承接完成省市科研项目 32
个，取得科技成果奖 26个，培育出新品种

6个，在国家和省级专业刊物上发表学术
论文35篇，完成自主创新技术12项，获得

“全国农技推广先进工作者”“河南省劳动
模范”等荣誉称号。“我 84岁了，能干事的
时间不多了。我还有目标没有完成，不能
歇下来。”

“一个好品种经过审定以后，还得经
过3到 5年的推广，在遇到大灾的时候，才
能检查出一个品种的特性。”国家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小麦专业委员会主任周
继泽告诉记者，“育出好品种是第一步，接
下来还要经受多年的生产实践考验，才能
决定它是不是真正的大品种、好品种。”

烈日当头，麦田宛如金色的海洋，刘
世扬坐在“岸边”，望着一望无际的“麦
海”，眼神一直在搜寻，于亿万棵麦穗中寻
找那棵让他最满意的“麦姑娘”，让他在有
生之年实现自己的心愿，培育出一个真正
的好品种、大品种，为自己 30多年的育种
历程画上圆满的句号。③6

□本报记者 栾姗

田喜会搬进距离卢氏县城 4公里的兴
贤里社区，告别自出生起就居住的“山沟
沟”。他的“下山”与“上楼”，折射出伏牛山
深处一个农民家庭的变迁。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对 2019
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
明显地方予以督查激励的通报，在全国 22
个有易地扶贫搬迁任务省份中，河南是唯
一连续三年获得国务院督查激励的省份。

论“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人数，河南
在全国还不算“大块头”，缘何会连续三年
获得国务院督查激励？省发展改革委主任
何雄说，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绝不是“下山”
与“上楼”的简单转换，而是让搬迁群众从

“好房子”到“好日子”的品质进阶，这是河

南25.97万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的期望，也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

围绕“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节点
目标，朝着“生活好”的导向目标奋进，我省
持续探索，三年三步走，三年三台阶，打造
出了易地扶贫搬迁的“河南样板”：

绘好“蓝图”，依托“四靠”搬得出。

2017年，我省把“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
迁任务纳入新型城镇化、现代产业发展、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统筹规划，明确按照“靠
县城、靠园区、靠乡镇、靠旅游点”开展安置
点建设，发挥现有城镇载体的人口聚集和
产业带动作用，方便搬迁群众就近就业。

建设“家园”，覆盖“五新”稳得住。2018
年，我省提前一年完成 858个集中安置点、
7.5万套安置房的建设任务，朝着感恩“新时
代”、住进“新房子”、展现“新气象”、实现“新
作为”、营建“新家园”的方向，让搬迁群众在
共建共享中提升民生“三感”。

充裕“钱袋”，围绕“七力”能致富。
2019 年，我省全面完成 25.97 万人的搬迁
入住任务，着力解决“收入怎么增”“配套如
何建”“产业如何抓”“人岗怎么配”“生态如
何护”“治理怎么优”“新村如何融”等关键

问题，确保搬迁群众“两不愁三保障”。
2020年是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收官之

年，而后续扶持工作又是决定易地扶贫搬
迁成效的“最后一公里”，直接影响搬迁群
众能否同步进入小康社会。

田喜会看着一幢幢依山而建的六层小
楼，眼中闪动着光芒：有房有车，周末休假，
他想过上跟城里人一样的日子。围绕“生活
好”这个搬迁目标，兴贤里街道党工委组织
委员马海明表示，下一步，我们要帮助社区
里 3000个贫困家庭学会“安身立命”的本
领，让他们“零压力”轻松拥抱新生活，在思
想追求和生活品质上变成真正的“城里人”。

易地扶贫搬迁，“重搬”更要“重扶”，“扶
贫”更要“扶志”。何雄说，只有让群众有奔
头，才能留住他们；只有让搬迁与地方发展共
济互补，易地扶贫搬迁成效才能稳固。③5

省科协
广搭科技人才交流桥

“招才引智”连线西部六校

省内机构“云”面试
3000名硕博人才

许昌发布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目录

九大重点产业
征集各类人才876名

“下山上楼”过上好日子
——河南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连续三年获国务院督查激励

育种老专家 麦田追梦人

3030余年余年，，毛庄人请茹振钢指导种粮毛庄人请茹振钢指导种粮，，今天今天————

接接专家专家，，从从““小三轮小三轮””换成小轿车换成小轿车

□本报记者 李虎成 赵同增

麦翻金浪，高产在望。5月 28日，新乡县朗公
庙镇毛庄村的麦子即将成熟，广阔的田野散发着
浓浓的麦香。

“今年这麦子长得好，产量肯定要创新高！”田里
一株株麦子植株健壮、穗大粒饱，63岁的村民李德
岭越看越喜欢，忍不住发动刚买的小轿车，一溜烟
驶向位于新乡市的河南科技学院。李德岭说：“俺
去把小麦专家茹振钢接过来，让他也高兴高兴！”

毛庄村位于新乡县和原阳县交界处，不仅地
理位置偏僻，耕地也多是贫瘠的沙地，一直到20世
纪80年代中期，小麦平均亩产才200公斤。

要想小麦高产，一靠良种，二靠良法。1986
年，茹振钢来到毛庄村，在田间地头和农家小院

“开堂授课”。此后，他源源不断地给这里的农民
送来优质麦种和先进的管理技术。

只要麦田出现问题，毛庄村的乡亲们最先想
到的就是“去接茹老师”。“茹老师学问高却没‘架
子’，我们骑着自行车、开着‘小三轮’去接他，他从
来不嫌弃，跟着我们就走！”李德岭说。

小轿车就是比自行车和“小三轮”跑得快，不
到一个小时，就载着专家回到毛庄“希望的田野”
上。茹振钢下了车，看到的是闻讯而来的村民们
的一张张笑脸。

村民张广亮热情地拉着茹振钢的手，指着自
家的麦田给他看，“用了您培育的种子和传授的技
术，小麦产量一年比一年高。现在，俺家的小麦亩
产在700公斤以上，是过去的好几倍！”

72岁的娄继合是茹振钢多年的“老伙计”。娄
继合说：“在茹老师的指导下，小麦连年丰收、质优

价高，俺毛庄村从远近有名的穷村变成了富裕村，
群众都把茹老师叫做‘粮财神’！”

张广亮和娄继合的话，引起了李德岭的强烈
共鸣。在茹振钢的帮助下，李德岭流转土地扩大
小麦种植面积，创办了小麦种业公司，成了响当当
的“种粮大户”“农民企业家”“致富带头人”，代步
工具也从“两轮”“三轮”，换成了现在的“四轮”小
轿车。

坐上农民的小轿车去田间，感受和坐“小三
轮”有何不同？茹振钢说：“我比老李还高兴！看
到小麦长得好，看到大家能靠种田致富，我搞科研
的动力更足了，要和农民朋友一道努力，让更多人
的代步工具从‘两轮’‘三轮’变成‘四轮’！”

临颍县瓦店镇的陈付祥，南阳卧龙区的王云
增，滑县的赵秀珍，浚县的张喜俊……除了李德
岭，茹振钢的农民朋友遍布全省各地。他培育并
推广的百农 62、百农 64、百农 160、矮抗 58、百农
418和百农 4199等一系列小麦新品种，让他的农
民朋友们实现了增产增收。特别是矮抗58小麦新
品种，荣获 201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累
计推广面积 3亿多亩，增产小麦 140多亿公斤，增
产效益达300多亿元。③6

上图 5月 25日，地处焦作孟州市西部岭区的
槐树乡、赵和镇，满目金黄，麦香远播，一派丰收景
象。⑨6 白水平 摄

左图 5月 26日，驻马店市汝南县汝宁街道办
事处大付庄村，当地农民正在收获小麦。近日，该
县 122 万亩小麦陆续成熟，“三夏”工作全面展
开。⑨6 孙凯 摄

奋战三夏
力夺丰收

争做 河南人

上蔡县东洪镇农技站老站长刘世扬一辈子从事农业科研工作，
只为找到那棵让他最满意的“麦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