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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7月 21
日，省生态环境厅发布了上半年我
省大气、水环境质量状况，今年上半
年全省大气、水环境同比均有较大
改善——大气质量优、良天数同比
上升 16.4 个百分点，Ⅰ—Ⅲ类“好
水”断面同比增加20个。

两项颗粒物浓度均同比下降
20%以上。监测显示：1—6月，全
省 17个省辖市及济源示范区环境
空气 PM10平均浓度为 86微克/立
方米，同比降低25微克/立方米，下
降 22.5%，浓度值较高的省辖市为
安 阳、焦 作、鹤 壁、濮 阳、洛 阳 ；
PM2.5 平均浓度为 56 微克/立方
米，同比降低14微克/立方米，下降
20.0%，浓度值较高的省辖市为安
阳、濮阳、鹤壁、焦作、漯河、济源。

其他污染物浓度也实现同比
“两位数的百分比”下降。二氧化硫

平均浓度为10微克/立方米，同比降
低2微克/立方米，下降16.7%；二氧
化氮平均浓度为28微克/立方米，同
比降低6微克/立方米，下降17.6%。

污染物浓度同比下降，直接带
来大气质量优、良天数增加，同比上
升16.4个百分点，比例为63.8%。

1—6月，国家94个水污染防治
考核断面中，Ⅰ—Ⅲ类“好水”增加
幅度大，消灭了劣Ⅴ类水质断面。
按考核因子平均浓度计，Ⅰ—Ⅲ类
水质断面有73个，占比77.7%，达到
国家要求的高于 57.4%的目标；无
劣Ⅴ类水质断面，达到国家要求的
低于 9.6%的目标。与去年同期相
比，Ⅰ—Ⅲ类水质断面增加 20个，
增加 21.3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
面减少1个，减少1.1个百分点。

当天，省生态环境厅也公布了
6月大气、水环境质量状况。

6月，全省 17个省辖市及济源
示范区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为
58.9%，环比下降 4.7 个百分点，同
比上升31.7个百分点。

夏季来临，影响大气质量的首
要污染物从颗粒物转变为臭氧。6
月，17个省辖市及济源示范区首要
污染物均为臭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前5名（空气质量由好到差顺序）为：
信阳、驻马店、周口、南阳、漯河，后5
位（空气质量由好到差顺序）为：济
源、新乡、鹤壁、安阳、焦作。

6月，国家94个水污染防治考核
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55个，占
58.5%，达到国家要求的高于57.4%
的目标；劣Ⅴ类水质断面 1 个，占
1.1%，达到国家要求的低于9.6%的目
标。同比，Ⅰ—Ⅲ类水质断面减少3
个，减少3.2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
面减少6个，减少6.4个百分点。③9

□本报记者 赵力文

位于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的奇瑞汽车河南有限公司去年曾遇
到过一次“供应链危机”，一家零配
件企业出现环保问题被停产整顿，
影响了奇瑞公司的整车装配。

今年年初，奇瑞公司在与当地
生态环境部门对接时，该企业总经
理助理王冉超提出要加强对供应商
的环保管理。当地生态环境部门负
责人任丽娟一听，当即表态：“这好
啊！正好可以把环保要求纳入奇瑞
公司的供应链考核体系。”

奇瑞公司在对配套企业每月打
分考核中，除供货及时率、完美率等内
容之外，又增加了环保指标。作为否
决项，如果某供货企业环保得分累计

排名靠后，就不再考虑让其供货了。
“光承诺没有用，关键看行动。”

7 月 21 日，王冉超告诉记者，奇瑞
公司优先选择那些环保做得好的企
业，这样才能保证供货，即使在秋冬
季应急管控期间也能正常生产。

2017年以来，奇瑞公司连续三
次累计投资5亿多元改善喷涂等工
序，实现了水漆替代油漆、机器人喷
涂、机器人焊接、废气焚烧处理、厂房
屋顶光伏发电等，获得了河南省绿色
环保引领企业及绿色工厂等荣誉。

奇瑞公司的配套企业共有300
多家，但八成零配件由河南30多家
企业供给，大部分企业就在开封当

地。这些配套企业在注塑喷漆、冲压
焊装过程中，存在烟尘、挥发性有机
物等污染物排放问题。“我们参照生
态环境部门提供的环境管理指南，制
定了环境管理手册，按照6个大项及
36个小项，每月给供应商打分，不达
标的供应商就淘汰掉。”王冉超说。

生态环境部门定期也会把供应
商的环保任务完成情况及时通报给
奇瑞公司。“这是探索环保管理部门
与关联企业相结合的管理服务模
式。”任丽娟表示，作为基层生态环
境部门，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把执法、
监督和服务有机结合起来，目的是
帮助更多企业实现绿色发展。③6

生态环境部门与龙头企业联手考核供应商

让供应链“绿起来”

上半年环境质量“成绩单”公布

全省“好天”同比上升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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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位于河南省东北部、豫鲁冀三省
交界处，辖 5县 1区和 1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1个省级工业园区、1个省级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总面积 4271 平方公里，人口 399
万。

濮阳历史文化悠久。古称帝丘，颛顼在
此建都，尧葬于此，舜生于此，1987年出土距
今 6400多年的蚌塑龙，被史学界称为“中华
第一龙”，是“华夏龙都”，中华文明重要发祥
地；精品剧目《水秀》享誉海内外，是“杂技之
乡”。濮阳区位特点突出。京九铁路、晋豫鲁
铁路和即将通车的郑濮济高铁、正在推进的
京九客专在此交会；大广、德上、范辉、南林等
高速公路贯穿全境、互联互通，濮阳成为中原
城市群重要的出海通道、衔接环渤海经济圈
的桥头堡。濮阳产业基础良好。因油而建、
因油而兴，拥有中原油田、中原大化等 150余
家规模以上石化企业，化工产业体系完备、门
类齐全；作为国家生物基材料集群示范基地，
已形成完整产业链，产品远销欧美、日本；还
是区域性石油装备制造基地、绿色食品生产
加工基地、中部家居之都、中国羽绒之乡。濮
阳城市宜居宜业。相继荣获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森林城市
等“九城二奖”，被誉为“中原绿洲”“人居佳
境”；创新创业要素保障有力，投融资平台齐
全，一系列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彰显真心诚
意。今天的濮阳，以积极开放的胸怀热忱欢
迎海内外精英创新创业、共赢未来！

一、引进领域

围绕化工、装备制造、食品和现代家居、
羽绒及服饰、生物基材料等“三大三专”主导
产业，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金融、健康养老、文化
创意、数字经济等高成长性现代服务业，引进
创新创业人才（团队）。

二、对象条件

（一）领军型创新创业人才（团队）。一般
为某一领域的开拓人、奠基人，在相关领域达
到国际或国内先进水平；对某一领域发展有
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发明
专利，技术成果为国际先进或填补国内空白，
并具有较好产业化开发潜力，能为濮阳经济

社会发展带来巨大贡献的领军型人才（团
队）。

（二）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团队）。一般
为某一领域造诣较深、贡献较大，在同行中具
有重要创新地位或学术影响，业内普遍认可；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可产业化的科技成果或专
利技术，能为濮阳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
献的高层次人才（团队）。

（三）紧缺型创新创业人才（团队）。一般
为符合濮阳产业发展需要、对经济社会发展
能作出较大贡献的创新创业型“专才”；拥有
良好发展前景，能带动濮阳产业优化升级的
紧缺人才（团队）。

（四）科技创新型企业家。拥有核心技术
和自主知识产权，至少拥有 1项主营业务相
关的发明专利，技术水平在行业中处于领先
地位，具有市场潜力并处于中试或产业化阶
段，为业内普遍认可。本人须于 2019年 1月
1日以后在濮阳创办科技型企业，企业注册资
本不少于 100万元人民币，或在濮阳与他人
联合创办科技型企业，本人所持股权不低于
30％。

对领军型、高层次、紧缺型创新创业人才
团队引进要求：（1）须有 3 名以上核心成员
（含带头人），且至少 1名核心成员每年在濮
阳累计工作时间不少于 6个月。（2）依托自身
拥有的创新能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
成果等创新资源，来濮阳独立或与他人合作
创办企业的人才团队，创办企业注册时间应
为 2019年 1月 1日以后，且人才团队应拥有
企业适当数量的股份。（3）与现有企业合作进
行技术成果转化或项目开发的人才团队，应
为 2019年 1月 1日后与濮阳企业签署 3年以
上的工作合同，至少 1名核心成员在企业担
任实质性职务。

三、主要支持政策

（一）启动资助。经综合评估项目预期产
值、税收、就业等经济社会效益指标，对来我
市创办企业、进行技术成果转化的人才（团
队）创新项目和科技创新型企业家，按规定给
予启动资助资金。对我市产业发展具有奠基
性、战略性、支撑性的特别重大项目，实行“一
事一议”，特事特办。

（二）融资扶持。对引进的创新创业项目
论证审批后，协调我市产业发展基金或创业

投资基金等各类政府引导基金提供不超过项
目资本金20%的股权投资。创新创业项目进
入建设阶段或产业化初期，因流动资金不足
申请融资的，协调不超过投资额 50%最高
500万元的融资担保。对创新创业项目获得
社会风险投资的，再协调各级政府投融资平
台提供项目融资额 10%—30%最高 500万元
的跟进配套风险投资。

（三）创新奖补。支持和鼓励创新创业人
才（团队）创办高新技术企业，经认定后由财
政给予最高 30万元奖励。依托企业新建院
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由财政奖励 50
万元，新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由财政奖励
10万元。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由财政
分别奖励100万元、20万元。认定为国家级、
省级众创空间的，由财政分别奖励 50万元、
20万元。

（四）场地支持。对审核通过的创新创业
人才（团队），在企业和项目落地后，由项目属
地政府负责提供分别不低于300平方米、200
平方米、100平方米的创业场所，3年内免租
金。自行租赁办公用房的，3年内由项目属地
政府按市场价格给予租金补助。需要生产性
建设用地的，按照工业用地标准优先供地。

（五）税收优惠。对审核认定为创新创业
人才（团队）领办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符合税法规定的，
一个纳税年度内，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
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
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创新创业
人才（团队），取得符合国家规定的津贴、补
贴、奖金及其他规定费用的免征个人所得税。

（六）安居保障。全职到我市工作且签订
5年以上工作合同，首次购置商品房的，对领
军型创新创业人才一人一策、量身定做；对高
层次、紧缺型创新创业人才和科技创新型企
业家，分别给予 40万元、30万元、20万元的
购房补贴。

（七）关心关爱。对引进的创新创业人
才，实行“一站式”服务，优先纳入党委联系服
务专家范畴，优先纳入重点人才项目申报计
划，优先给予职称评聘、表彰奖励，积极推荐
为“两代表一委员”人选。对子女需转学、入
学幼儿园、小学、初中的，按照本人意愿，优先
安排公办幼儿园、学校。对配偶有工作意向，
符合就业条件的，协调安排相应工作。在市

县重点医疗机构开设“绿色通道”，提供优质
医疗服务，定期组织体检，并建立健康档案。

（八）落户我市产业集聚区、各类孵化基

地等创新创业项目，除享受市定政策外，还可

享受园区的相关优惠政策。

四、评审程序

在濮阳市范围内注册的企业均可申报濮
阳市“濮上英才计划”创新创业人才（团队）项
目。申报受理实行分类归口办理，“三大三
专”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由市工信局
负责受理；高成长性现代服务业由市发改委
负责受理。实行常年受理申报，每半年集中
组织评审一次。特别急需的人才项目，即报
即审。

（一）组织申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发
布引才公告后，符合条件的人才（团队）通过
发布网站、邮箱等下载相关表格，填写申报材
料，向项目所在县（区）提交申报。由县（区）
根据产业类别分别向市工信局或市发改委报
送。

（二）初步审核。市工信局、市发改委首
先对申报材料的规范性、完整性认真把关审
验后，再会同市科技局、市人社局、市教育局、
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开
展申报资格认定审核工作。

（三）综合评估。申报对象资格认定合格
后，由市工信局、市发改委组织专业机构和相
关专家对人才（团队）类别及项目情况进行综
合评估，形成专家评估意见。

（四）确定对象。根据综合评审意见，市
人才办提交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核，面向
社会公示后，报请市委、市政府研究确定。

五、申报方式与时间

登录濮阳市人民政府门户网 http://
www.puyang.gov.cn、濮阳党建网 http://
www.pyzzb.gov.cn、濮阳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 保 障 局 网 http://www.hapy.hrss.gov.
cn、濮阳市科学技术局网http://www.pykj.
gov.cn下载相关表格，并详细阅读附件信息，
认真填报。

2020 年度“濮上英才计划”引进创新创
业人才（团队）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0年 12月
31日。

六、咨询电话及邮箱

市委组织部 刘彦军
0393-6189692
pyzzrcb@163.com
市工信局 孙瑞峰
0393-6666080
pysgxjrsk@126.com
市发改委 樊冠军
0393-8916276
vip2316@126.com
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崔鹏
0393-6665907
pysdsjjbgs@163.com
濮阳县 毕鹏飞
0393-3339172
pyxrcb666@163.com
清丰县 关留刚
0393-7220030
qfxrcb@163.com
南乐县 王晓飞
0393-8634887
nlxwzzbrcb@163.com
范县 马燕丽
0393-5865017
fxrcb@163.com
台前县 侯召磊
0393-2200989
tqxrcb@163.com
华龙区 宋聚征
0393-8630333
hlqrcb@126.com
开发区 柳东阳
0393-6686590
kfqrcb@163.com
工业园区 平志洋
0393-8222059
pygyyqrlzyj@163.com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石非
0393-8790345
pysfqgb@163.com

濮阳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2020年7月27日

2020年度濮阳实施“濮上英才计划”
引进创新创业人才（团队）公告

智慧农机 驰骋田野
——关注我省农业高质量发展之六

□本报记者 刘红涛

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农村现
代化。7月 17日，省政府发布《关于加快
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加快
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农业机械化
全程全面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安排部署，形
成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强装备 朝着“智慧农业”转变

蘑菇头GPS天线、鲨式呼吸信号灯、
大数据云平台……2018年，由省智能农机
创新中心牵头、中国一拖等单位联合研发
的纯电动无人驾驶拖拉机“超级拖拉机 I
号”亮相，高颜值与黑科技完美结合，颠覆
了人们对拖拉机“傻大笨粗”的传统认知。

今年 6月中旬，我国首台 5G+氢燃
料电动拖拉机在洛阳发布，这是在“超级
拖拉机 I号”基础上，中国首台基于 5G，
以氢燃料电池为动力的无人驾驶电动拖
拉机，可以实现精准旋耕、整地、播种等
多种作业。

机械化、智能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
方向。如今无人驾驶、无人作业等新农
机、新技术不断升级、推广，农业生产由

“汗水农业”朝着“智慧农业”加速转变，
耕种管收储等环节都轻松起来。

“加快农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现代
农机装备的有力支撑。”省农科院张颖博
士认为，加快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要
构建现代农机装备创新体系，打造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农机装备产业基地。

《意见》提出，发展新技术、新工艺、
新业态，打造以洛阳市为核心，郑州市、

许昌市、开封市为支撑，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现代农机装备产业基地，推进农机装
备企业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大力发展无
人驾驶机械、农业机器人及智慧农业相
关装备，推动北斗导航、智能监控等系统
在农机上装载应用，为发展精准农业、智
慧养殖等创造条件。

补短板 既要全程又要全面

河南作为农业大省、畜牧业大省，农
作物种类繁多，农产品丰富多样，生猪、
肉牛、奶牛、家禽、肉羊五大优势产业发

展迅速。牧原集团
是国内生猪养殖
龙头企业，自主
研 发 了 智 能 巡
检、猪脸识别、无

人驾驶等29大类、100余种智能化装备，
应用到生猪生产的各个环节，实现供水、
供料、通风、降温等过程的自动化、智能
化，全面提升生物安全等级。

省农业农村厅农机管理处处长黄全
意说，推进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发展，既
要加快推进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
化，也要补齐全面机械化生产短板，助力
形成从田间到工厂、到餐桌的全产业链。

根据《意见》，推进农业机械化全程
全面发展，一方面，要开展主要农作物生
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区建设，支持有条件
的市、县率先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
机械化，推进山区、丘陵开展农田宜机化
作业改造，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全程机
械化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要加强农业、
农机、园艺多领域联合攻关，推动农机农
艺融合、农机化与信息化技术融合，根据
现代种业、畜牧、水产、设施农业、农产品
初加工等产业需求，完善技术路线，强化
装备支撑，推进全面机械化。

讲创新 开展农事综合服务

“夏收麦田不见人，机轮滚滚农事
新”已成为如今麦收新图景，农机社会化
服务组织开展收割、秸秆粉碎还田、播种
等“一条龙”作业。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省
农机中心主任凌中南说。按照规划，到
2025年，全省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率达 90%以上，设施农业、畜牧养
殖、水产养殖和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率
总体达50%以上。

《意见》明确，加强农机服务能力建
设，既要培育壮大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
也要创新农机服务机制，鼓励农机服务
组织通过跨区作业、订单作业、农业生产
托管等多种形式，开展高效便捷的农机
作业服务。建设一批“全程机械化+综合
农事”服务中心，提供“一站式”综合服
务。③9

7月 24日，飞防人员在夏邑县虬龙
沟机防点为无人机加药。当日，该县林
业发展服务中心租用无人机对国储林区
进行低空药物喷洒。⑨6 苗育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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