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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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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上山下乡”的过程，也是重新发

现村庄并赋予其新生命的过程。采

访期间，记者一行看到了三合村独特

的山水风貌，对乡村规划理念有了更

深的理解。

山高沟深、偏远闭塞，在当地老

百姓看来，这是三合村贫穷的病根。

但同样的自然风貌，在画家眼中，却

成了美的素材。

乡村规划最忌千篇一律、盲目

跟风。懂规划、懂民情、懂农民，是

做好规划的前提。凌犀经历背后

的观念之变、工作方式之变，足堪

欣慰，值得借鉴。③6

（上接第一版）
“‘拼’出了样机，也撕开了一个口子，让我们打进了海洋

工作装备市场。”中信重工创新研究院院长弯勇说。
对外合作种下“研发种子”，集成创新收获“实业果实”。

如今，这样的故事在创新研究院里接连上演，成为中信重工
“高新产业飞地、高端人才驿站”的生动诠释。

其实，就在几年前，中信重工也曾和许多大型企业一样，
既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挑战，又面临产业
链条长、共性技术多、人才培养难等问题，单靠自己的力量走

“闭门造车”的老路行不通。
如何破局？相比研究出大批没法走出实验室的“科研样

机”，创新研究院成立之初就提出要以“市场说了算”为导向，
将技术产品量产落地、形成效益为“终点线”，孵化一座中信重
工的“定制工厂”。而要把“提出概念、技术孵化、样机开发、形
成产业、产生效益”这全套路径打通，就要把设计、生产、投融
资等环节间的壁垒通通敲碎，中信重工党委书记、董事长俞章
法明确提出，我们要敢于拆掉研究院的“围墙”，打造一块集聚
国内应用创新资源的“飞地”。

在创新研究院，有8个像王琳他们那样的团队，正在用自
身的团队磨合和科研实践，助力创新研究院在制度和流程上
的探索，也昭示着中信重工从“卖产品”向“卖服务”的产业链
高端迈进。③5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方化祎 冯军福

前不久，嵩县三合村村庄规划入选自
然资源部优秀案例，我省入选的仅有 5
家。该村规划的主要参与者、洛阳市规划
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凌犀，是一名北大毕业
的研究生、“85后”乡村规划师。

6月 28日，记者采访了凌犀，听她讲
在三合村“上山下乡”的故事——

三合村位于嵩县黄庄乡北汝河畔，是
一个藏在伏牛山褶皱里的偏僻村落。村
里人告诉我，这里过去穷得叮当响，一年
四季靠天收，“地像山上挂，旱涝都害怕，
一场大雨下，啥都剩不下。”一代代三合村
人穷怕了！

2016年，村里“能人”开始动起了脑
筋。返乡创业青年冯亚珂利用这里的生态
景观和古村落特色，办起了写生基地，带动
一批村民建起了写生客栈、家庭宾馆，穷山
村有了新面貌。新烦恼也跟着来了，像民
宿、景观、村内道路等等，缺乏统一规划，
严重制约了写生经济进一步发展。

去年 3月，我和几位同事一道，被派
到三合村搞乡村规划。可没想到，进村第
一天就面临一个挑战——上山。

“我们村面积12.7平方公里，大大小小
的山头几十个，32个自然村大多零散分布、
交通不便。”冯亚珂说，要把这些自然村跑
遍，别说是我这样一个城里姑娘，就是他这
个土生土长的山里娃，恐怕也够呛。

不就是上山吗，我心想，作为规划师，
这点勇气都没有，怎么知道村里啥样、村
民咋想？在冯亚珂带领下，我们一行向山
上进发。山路宽约3米，刚好容得下一辆
汽车通过。从三合新村由下而上，车子在
陡崖峭壁间麻花般扭过来转过去，越往

上，路越窄、坡越陡、弯越急，透过车窗往外
看，还真有点提心吊胆。正走着，车子突然
停了，冯亚珂说，前面在修路，车子过不去，
咱们徒步上山吧。山上荆棘密布，很快，我
的腿肚上便出现一道道血痕。好不容易又
走了十几分钟，总算看到了村屋。

上山，考验的还只是体力，更大的挑
战是了解群众、融入村庄，做出管用的规
划。

刚到村里时，一些村民嘀咕：“一个毕
业没几年的大学生，娇滴滴的，懂啥规
划？”

为了改变村民的看法，半年来，我们
把自然村跑了个遍，挨家挨户访谈，与他们
同吃同住。同事开玩笑说，我越来越像个
村姑了。上山“看”的同时，我还虚心“听”、
用心“想”，把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村庄实
际、群众心愿结合起来。现场勘探、飞机航
拍、问卷调查、入户访谈……别管是“土办
法”还是新手段，能用的都用上了。

慢慢我发现，村里人看我的眼光变
了。

“凌老师，游客数量不固定，我这儿没
办法及时准备食材，经常被搞得措手不
及。您有啥建议？”在村里经营民宿的洛
阳老板王赵虎向我倒苦水。我提出在手
机上建立一个网络预约平台，帮他解决信
息不对等的难题。

“俺村的主街道也是省道，平常来往
车辆多，安全隐患大，有啥好办法没？”在
我们的规划设计里，村里沿河一带新建了
一条 150米长的木栈道，作为慢行系统，
既方便学生写生，也为农家宾馆提供了室
外经营平台。

同时，我也从村里“能人”“乡贤”那里
学到不少实用技巧。比如，冯亚珂告诉

我，规划要做到村民心坎上，在布局产业
项目时，一定要考虑经营性项目与公益性
项目的合理分布，不能将赚钱的项目都集
中在某几个自然村，不然其他村民会有意
见。这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啊！

就这样，“规划先行”“精准施策”理念
在村民心里渐渐扎下了根，三合村变化越
来越大。村庄更美了，满眼花墙黛瓦、古街
老巷、青山绿水，如同一幅水墨画。产业更
强了，村里先后与50多家美术培训机构签
约，农家宾馆、精品民宿高峰期日营业额达
8万元。村民更富了，“蜂农”张嵩现搬了新
房、娶了新娘，日子过得甜蜜蜜；“羊倌”李
九春干起了烧烤生意，“两天一只羊，脱贫
稳当当”；贫困户张星立当上了“农民模特”，
在门前石头上坐两小时就能挣50元……

半年多的“上山下乡”，群众收获了管
用的村庄规划，我和同事收获的是历练成
长。如今，看着自己一笔一画绘出的美好
图景正在三合村逐渐变为现实，心里美滋
滋的。③6

新“上山下乡”记

乡村名片

三合村是我省著名的手绘小
镇。原本土壤贫瘠、山高路远、地
广人稀，村域面积 12.7 平方公里，
北汝河穿村而过，全村有 416 户
1427 人，2014 年建档立卡贫困户
132户 422人。脱贫攻坚战打响以
来，三合村通过大力发展写生产
业，用画笔画出了脱贫路，贫困发
生率由 27.2%降至 2018年的 0.99%，
实现整村脱贫。③6

年轻的规划师向村民讲
解规划⑨3 韩新国 摄

▼美丽的三合村⑨3 罗孝民 摄

样机是这样“拼”出来的

□芦瑞 栾姗

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为特征的新工业革命时代，

企业只有重构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组织体制，变成一个“超导

体”的形态，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其应有的效能。

在中信重工设立创新研究院的经验中，最为宝贵的是不

断拆掉思维“围墙”，建设机制“飞地”。他们以市场为创新导

向，为了一根“海上液压打桩锤”，即便身处内陆省份，也敢于

开拓海洋工作装备市场，不断寻求新的应用场景；以人才为创

新驱动，根据项目所需要的集成解决方案招募相关的工程师，

组建跨部门、跨专业、跨系统的技术团队；以成果为创新目标，

广泛开展企业和企业间、企业和高校间的课题合作，在成果共

建中实现利益共享，携手抢占市场。换来的是，工信部的课题

奖金，以及未来源源不断的订单。

拆掉“围墙”是改革，打造“飞地”是开放，形成了一种适应

新工业革命时代大规模定制特征的自演进生态圈体系，为中

信重工新兴产业发展打通了全套路径。③6

拆掉“围墙”“飞”来花满枝

秉承工匠精神秉承工匠精神 助力助力55GG产业发展产业发展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发展纪实

踏破青山人未老。有着近 70 年
辉煌历史的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讯院”）秉承“工匠
精神”，创新筑梦，始终坚持党建引领，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
策部署。在新的机遇与挑战下，中讯
院郑州分公司总经理肖杰带领全员化
危为机，聚焦数字化转型需求，强化总
师支撑，强力激发基层单元活力，全力
推进创新业务发展。

新中国第一条长途光缆同新干
线、第一条大容量数字微波通信干线、
第一张蜂窝式移动电话网、第一个国
内卫星通信地球站、第一个全球最大
的 GSM、CDMA 网络工程总体方案
设计……我国通信工程设计史上多项
第一的荣誉，均出自中讯院。中讯院
是原邮电部组建最早、规模最大的综
合性甲级咨询勘察设计单位，中讯院
郑州分公司是设计生产中心和技术支
撑重要基地，承担着国内外信息通信
全专业规划、咨询与设计任务，同时面
向各电信运营商、政企单位、互联网企
业客户等提供 5G、数据中心、云计算
及物联网、产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新
基建领域的技术服务与系统集成。

中讯院历史悠久，是通信业内无
人不晓的老牌设计院，更是邮电通信
工程设计的权威单位。一代代中讯人
为国内电信行业的快速发展贡献了巨
大力量，见证了通信行业的成长与辉
煌。在中讯院郑州分公司荣获 2019

年度“河南十佳杰出领军工程设计企
业”的同时，亦涌现出了以获得“河南
工程设计行业十大杰出领军人物”荣
誉的肖杰为代表的一大批通信工匠
人，他们是奋斗的实践者，是美丽的筑
梦人，多年如一日，深耕信息通信行
业，为中原更加出彩持续贡献着重要
力量。

战疫情 展现央企担当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袭
来，全国上下都像被瞬间摁下了暂停
键。疫情发生后，以肖杰为“班长”的郑
州分公司迅速行动，扎实推动各项决策
落地实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生产经
营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疫情就是命令！中讯院郑州分公
司各团队逆行而上，无惧前行：迅速完
成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等 105
所定点医院、34处方舱医院的通信设
计与支撑；有效完成郑州岐伯山医院、
河南中医二附院以及河北、重庆、贵
州、辽宁、甘肃等地定点医院的无线网
络精准覆盖方案设计；有序完成5G无
线设备集采测试；深入西藏雪域高原
勘察卫星地球站。这就是中讯人，无所
畏惧，勇于担当！他们或逆向而行，义
不容辞坚守疫区；或牺牲假日，坚守岗
位，为保障抗疫通信网络畅通默默做出
贡献。他们是抗疫通信保障的幕后工
作者，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曲最美的
逆行者之歌！

抓落实 履行央企责任

肖杰作为中讯院郑州分公司的负
责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带领全员制
定出“化危为机，聚焦数字化转型需
求，强化总师支撑，强力激发基层单元
活力，全力推进创新业务发展”的工作
思路。新形势下，机遇与挑战并存，收
获与付出同在，他带领大家与时俱进，
创新求变，秉承优秀的工匠精神、深厚
的文化传承和扎实的技术积淀，勇挑
重担，主动作为，以创新转型推动了公
司高质量发展。

大力推动 5G 加快发展。中讯院
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推进5G共建
共享技术研究，协助推动电信、联通
5G接入网并网及联合规划工作，为建
成全球首个5G共建共享网络，实现互
利共赢做出贡献。搭建 5G SA/NSA

双模设备能力测试环境，以中原数据
基地 5G实验室为重要依托推进内外
场试点，保障了 5G 网络商用开通能
力。2019年河南省领导、省发改委主
任等，多家新闻媒体、行业客户等先后
9次到中原数据基地5G实验室参观调
研，实验室的影响力、话语权不断增
强。中讯院大力推动郑州作为中国联
通中部大区中心，在国内率先实现 5G
核心网区域集中化建设，创新性建立五
维5G网络目标模型，首创Common+
M+N新型网络总体架构，实现5G时代
新业务与网络的多维联动，同时在智慧
环保、智慧安防、智慧交通等行业谋篇布
局，致力提高智慧社会水平。

确保重大专项任务圆满完成。抽
调精兵强将，短短7个月内实现了全网
改造与系统联调，确保携号转网业务如
期上线。深度参与支撑科技雄安建设。
完成奥运通信规划及共建共享方案，大
力支持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第十一
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按照“一馆一策”的
要求，充分保障全国瞩目的体育赛事通
信安全。

新基建 彰显央企实力

2019年初国家提出的“新基建”战
略备受关注，被赋予了拉动经济增长的
重任。中讯院郑州分公司作为中央驻豫
科技型企业，在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
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领域持续发挥
技术优势，以数字化转型为“新基建”助

力，为中原更加出彩而努力。
紧抓机遇，成立数据中心设计研

究院。中讯院抢抓机遇，充分发挥在
数据中心（IDC）领域的经验优势，集中
优势力量成立“数据中心设计研究
院”，聚焦数据中心规划、建筑设计、机
电总包及产品研发、三维数字化智能
管理平台等业务，提供数据中心新基
建全产业链软硬件一体化服务，同时
积极参与国家和行业标准制定及新技
术研发应用等，成为数据中心领域高
端技术集成服务商。

坚持以技术驱动价值，创新引领
“智慧+生活”。中讯院在生态环保领
域通过大数据分析污染成因，逆向追
踪污染源头，从而推动提高生态环境
智慧化治理水平。在公共安防领域，
通过AI动态人脸检索、多元目标行为
轨迹分析等前沿技术，助推创造更加和
谐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中讯院自主
研发的智云油烟监测系统已在郑州市
应用，效果出色；后续将不断完善数字
化城市的“智慧+”内核，为提高城市治
理能力、创造“智慧+生活”做出应有贡献。

发扬优势，打造电磁检测创新孵
化基地。中讯院防雷实验室是目前国
内最权威、规模最大、实验项目最齐全
的 防 雷 产 品 检 测 机 构 之 一 ，具 有
CMA、CNAS资质并获得 IECEE国际
电工委员会CBTL实验室认证。电源
实验室是集通信电源技术研究实验、
电源和节能产品测试及技术培训于一

体的国家级实验室，已获得通信电源
及铁塔第三方检测认证资格，检测能力
达到119个标准，覆盖通信电源行业几
乎所有电源产品的行业标准，将为新基
建数据中心建设提供强大助力。

“当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
下，中讯院郑州分公司将牢记使命，充
分把握移动互联网和万物互联时代的
发展机遇，坚持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发
展，继续以工匠精神筑梦中原，积极参
与‘新基建’，为助推河南高质量发
展，实现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
会继续贡献应有力量！”肖杰目光坚
定地说道。 (宋蕾)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郑
州分公司总经理肖杰

中尼吉隆国际传输系统新建工程
光缆线路测量

本报讯（记者 曹萍）7月 3日，记者从省医保局获悉，自7
月 1日起，濮阳市各级公立医疗机构和参与公立医院价格改
革的社会办医疗机构正式执行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
共130种药品将不同程度降价。濮阳也是全国地级市中率先
开展大规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城市。

此前，国家组织的两批药品集中采购已先后在全省各地落
地执行，共57种药品价格大幅下降。作为全省唯一开展药品
集中带量采购试点市，濮阳此次是独自开展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活动。

据悉，中选的 130种药品涵盖心脑血管类、抗生素类、呼
吸消化内分泌类等，相较于基准价，中选产品价格平均降幅
为 19.49%。其中，维生素C注射液（2ml:0.5g）原基准价 5.8
元/支，中选价格 0.22 元/支，下降 96.21%，为此次最高降
幅。经测算，130种药品，执行前每年采购金额为 4.21亿元，
执行后为 2.83亿元，预计每年可节约采购资金 1.38亿元。

“通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可进一步降低患者用药负担。
濮阳此次先行先试，将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探索更多经
验。”省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③6

濮阳在全国地级市中率先推行大
规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130种药品不同程度降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