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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日报客户端

为未来赋能的“设计之城”

中原工业设计城举办社会开
放日活动，让大家更加了解工业
设计。⑨6 安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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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春喜 通讯员 魏
红）随着最后一批小麦收购入库，商水县
种 粮 大 户 邱 守 先 这 季 的 收 成 有 了“ 定
论”：他流转的 2100 亩小麦，高产、优质、
效益佳。

合上账本，邱守先又一次打开手机，点
开视频监控软件，田地里一览无余，镜头拉
近，只见秋庄稼绿莹莹挺立。

科技带给邱守先不一样的种田体验。
今年夏初，受高温影响麦田出现旱

情，邱守先利用物联网，通过视频监控和
控制中心传来的数据，排查干旱地块，在
手机上操作自动化灌溉系统，没出家门一
天就浇完了 2100 亩小麦。麦收期间，经
实 打 实 测 ，他 种 的 小 麦 平 均 亩 产 超 过
1300斤，品相、色泽、干湿度，均达到一级
麦的标准。

7月 24日，邱守先对记者说，他现在
对种田越来越有信心。而这种信心，正是
来自商水县倾力投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

高标准，不仅体现在一流的基础设
施，还体现在同步配套的气象观察、土壤
墒情监测、虫害监测、智能灌溉、水肥一体
化等现代农业科技，而大数据、云计算等
被广泛应用，让田野充满智慧，让农民种
田更轻松。

种粮大户刘天华联合全市 28家农民
专业合作社，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拥有农用直升机等农机具 600多台套，采
用统一标准、统一品种、统一种植、统一管
理、统一经营、统一品牌“六统一”模式，整
村托管土地3万亩。

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商水县已有像
刘天华、邱守先这样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2701家，土地流转面积32万亩，土地托
管面积12万亩，实现了土地向种粮大户集
中、生产向机械化集中、管理向专业化集
中、经营向市场化集中，（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通讯员 王松
林 曹飞）“去年治理了村里的两处坑塘，昔
日的污水坑变成了漂亮的小西湖，今年听说
麦河要全域治理，这条河治理好了，我们村
就美得跟画一样喽！”7月24日，家住南阳市
卧龙区石桥镇施庄村的赵国春老人，站在村
边麦河岸旁，看到河道内一台台大型机械正
在进行垃圾清理，情不自禁地感慨道。

这只是卧龙区计划投资15亿元、治理
面积达100多平方公里的水系连通工程的
一部分。水系连通工程，既是卧龙区实施
的投资拉动战略中的一个重点项目，又是
乡村振兴战略的民生项目。今年，卧龙区
开始实施投资拉动、工业提增、文化强区、
乡村振兴“四大战略”。“四大战略”如同

“四驾马车”，相互借力，相辅相成，拉动该
区经济社会发展驶入快车道。

“投资拉动，往哪里投是关键，我们抓
住时机争取项目，往基础设施短板上投
资，解决教育、卫生、交通运输、环境卫生
等方面存在的城乡不平衡问题。”卧龙区
委主要负责人介绍。今年，该区以实践县
域治理“三起来”为目标，聚焦聚力经济社
会发展的主要任务，突破发展瓶颈制约。
投资拉动战略以实施基础设施领域补短
板为重点，紧盯中央围绕对冲疫情影响出
台的财政、金融等宏观调控政策，用好用
活现代金融工具，前期谋划包装各类项目
249个，总投资629亿元。

“卧龙区的农村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三
分之二，所以我们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思
路，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卧龙区政府主
要负责人说。除了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
外，该区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建设“菜篮
子”工程，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超对
接、农企对接、订单农业等的发展，让全市
人民吃上卧龙的放心菜。抓好农业龙头企
业，做大做强农牧产业链。（下转第二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点

罗素宝是个企业老板，他的“欣然
工艺品”公司开在潢川县隆古乡隆古
村。

欣然公司收购木草竹藤作为原材
料，经过巧妙设计，制成手工艺品远销
海外，一年下来销售额近4000万元。

罗素宝返乡创业，把村里的荒地
开垦出来办公司，还招了村里54名贫
困劳动力来厂里务工，让乡亲们在家
门口就能把钱赚了。

但村镇企业平台与资源毕竟有
限，最近这几个月，疫情影响了外贸订
单，经营压力有点难扛。

觉得“压力山大”的，还有50岁的
“老将”谢国明。老谢是罗素宝的副
手，也是公司的技术骨干，跟着罗素宝
从南下到回乡一路打拼。生产工艺、
技术革新……公司里的大事小事，老
罗和老谢总是商量着来。7月10日一
早，谢国明又敲开了罗素宝的门。

“咱俩今天必须正儿八经商量个决
定，咱‘欣然’这牌子下一步咋弄……”

罗素宝知道，老谢这是找他来开
“投决会”了。

增加面向合作社包收泡桐的份
额，再把现有的铁皮板厂房升级改造，
老谢希望通过扩大原材料供应，加上
生产工艺的迭代，让产能上个台阶，拓
展国内市场的销路，尽快走出依赖外
贸订单的困局。

“老谢，你说的我明白，可咱总共
要投进去多少钱？”罗素宝也纠结。

“前两年生意红火，账上现金足
够，你怕啥？”看罗素宝拿不定主意，谢
国明着急上火。

“你容我想想……”罗素宝端起茶
杯，灌了一大口毛尖，又把顺进嘴里的
茶叶根子“噗噗”吐两口，“扩大投入，
总是有风险的。国家现在一直强调稳
企业保就业，我不是没闯劲儿，就怕万
一账面紧张。咱从村里招的这些贫困
劳动力，工资得按时足额发放啊！”

咦！谢国明心里窝的火瞬间消散
了，自己年长、精通技术，这些年却心

甘情愿跟着罗素宝干——有些事儿，
罗老板想得确实周全。

“你说得对，哪怕咱紧张点，乡亲
们的工资，包括给大家买保险的投入，
这些可不敢乱。”谢国明点点头。

（下转第四版）

“欣然”的决定
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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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

成功引进北京嘉洁能创投集团智
慧供暖项目在焦作建设中原地区总
部；建设了河南省传感器研究院等一
批创新型研发机构；与20家智慧教育
类企业、十余家科研机构达成了落地
合作协议……开园运营一年多来，中
原工业设计城硕果累累。

作为我省首家以工业设计为主题
的园区，自2019年6月开园以来，中原
工业设计城以工业设计为核心纽带，
通过“设计+科技+产业”链接了智慧教
育、智慧康养、智慧体育和文化创意等
产业，引领产业转型，助推城市升级。

何谓工业设计？就是以工学、美
学、经济学为基础，对工业产品进行设
计，是多种学科、技术和审美观念交叉
的产物。

“设计之城”里容纳了什么？“园区计
划投资总额超10亿元，规划建筑面积32
万平方米，目前已建成3万平方米的研
发设计办公场地。此外，成果转化中心、
设计研发中心、科技孵化大厦、学术交流
中心等基础设施也已开工建设。这里将

成为设计与科技资源集聚的新高地。”中
原工业设计城常务副总经理郝杰说。

在“设计之城”，新旧动能可以加速
转换。中原工业设计城立足焦作，面向
河南，服务整个中原地区，围绕以工业设
计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新兴产业孵化这
一核心特色，研究市场、链接科技、吸引
资本，为生产制造企业提供创新能力，助
推新旧动能转换，打造多维、立体、融合、
市场化发展的创新设计生态链。

在“设计之城”，工业转型升级步伐
加快。工业设计是一种理念。同样一
件产品，设计走在前，就能错位发展、抢
占先机，就能打开销路、赢得市场，就能
发展出新的产业，创造出全新的价值。
在这里，“设计+”可以“+”出无限可能。

给农业“换装”。农业不再是传统
的模样，而是以工业设计的思路进行
产业再造，主题农庄、农特小铺，创造
新的价值增长点。

为工业“挖潜”。工业设计是制造
业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通过工业设
计，可以提升产品质量和品牌形象，提
高产品附加值和企业竞争力，充分挖
掘消费者的潜在需求。

（下转第四版）

罗素宝和他的工艺品宝贝们。⑨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点 摄

7月26日，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在山东青岛团岛附近海域
成功实现海上首飞。这是该飞机继2017年陆上首飞、2018年水上首飞之后的又
一里程碑事件，也为下一步飞机进行海上科研试飞等奠定了基础。 新华社发

未来仍需努力

□本报记者 张华军 杨凌 王延辉 何可

“80后”的盛旭兵大学毕业后在郑州打拼，做
金融“闯”出了一番“小天地”，公司设在郑东新区
如意湖畔的商务写字楼里。

他有一个习惯，一到周末就开启“微度假”模
式，一家三口时常去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黄河国
家湿地公园等地方休闲游乐。他还有一个心愿，
希望儿子长大成才留在家人身边，工作在“河南陆
家嘴”龙湖金融岛上，“这样就更称心如意了。”

盛旭兵的工作生活“轨迹”以及美好愿望，折
射的正是郑州发展的新图景。

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以战略定位引领功能
定位，郑州启动了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统筹推进国
际综合交通枢纽和开放门户、国家先进制造业基地、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核心示范区等建设，全新布局32个城市建设核心
板块，勾画出了一幅新的城市发展“版图”。

一个个核心板块落子成势，破解着城市“潮
汐现象”，改变着“摊大饼”式粗放增长方式和传
统城市发展模式，开启了郑州高质量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的“加速度”，蒸腾着这座新一线城市的蓬
勃希望。

构建功能布局关键点

绿城郑州，湖山相依、绿树夹道、风光旖旎之
处，北龙湖为第一形胜。

在北龙湖北岸，生态环境最优、寸土寸金之
地，一个总用地面积约 3.6平方公里的全球人才

创新创业园——中原科技城正“孕育生长”。
这片区域有怎样的魅力？前不久用地控规修

改公示“亮相”，揭开了“神秘面纱”。该区域已对接
推进项目56个，计划总投资突破880亿元，已签约
APUS全球第二总部、海康威视中原区域总部、大
华股份中原总部、深兰星联人工智能生态基地、中
德创新产业园、北科生物生命中心等26个项目。

这片区域又有怎样的雄心？中原科技城定位
打造以创新人才高度集中、创新要素高度融合、创
新活力高度活跃为特征的郑州市新旧动能转换的
发动机、中原地区科技创新的策源地、黄河流域高
质量发展的引领区，建设中原地区人才最密集、经
济密度最高、产出最高的科创集聚高地。

“作为郑州市谋划的 32个核心板块中的重
点板块之一，中原科技城是郑州市推进人才引育
战略的标杆工程，也是郑州市要把公共服务、生
态环境最好的区域让位给科创产业的标志性区
域，肩负着让郑州东部强起来的重任和使命。”郑
州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从城西的中央文化区（CCD）北部片区到城
东的中央商务区（CBD）、龙子湖智慧岛、鲲鹏软
件小镇，连起一个沿黄科创带，也描绘出郑州东
西“一带两翼”的发展蓝图。

索须河惠济段，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流经郑
州的故道，时称“御河”。站在天河路桥上，眺望
曾经的“御河”，舳舻相连、渔歌欸乃的盛景已然
不再，只有两岸的柳丝映水、秀美静谧。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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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城记③

走，看电影去！
阔别半年，我省多地

电影院陆续宣告归来

观众温暖回归

防疫措施到位

“再次走进电影院，就像老友久别重逢”

隔离带捆封座位 上座率不超过30%
观众需戴口罩、测体温、填写个人信息

电影市场真正全面恢复尚需时日
能经受住考验的电影院，一定是环境
好、硬件强、服务优、管理精的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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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短新闻大赛

郑州不断加快龙湖北部片区中原科技城等核心板块建设郑州不断加快龙湖北部片区中原科技城等核心板块建设。。⑨⑨66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聂冬晗聂冬晗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