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的话 建设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

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提升我

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

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流的

师资队伍是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建设的关键要素和核心支

撑，而一个仁师大家所饱含的

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

识、仁爱之心，不仅领航学科建

设、推动学校发展，更是立德树

人之楷模典范。让我们走近郑

州大学仁师大家及学科领军人

物，感受他们热爱教育的定力、

淡泊名利的坚守、潜心科研的

执着，以及为郑州大学“双一

流”建设所作的不懈努力和突

出贡献。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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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的回响

践行嘱托争出彩践行嘱托争出彩

要坚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自主创

新，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把我国制造业和

实体经济搞上去，推动我国经济由量大转向质

强，扎扎实实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习近平

习近平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强调，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王沪宁韩正出席

新华社北京 9月 11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9月 11日下午在京主持召开科学
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就“十四
五”时期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听取意
见。他强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
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
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
新这个第一动力。我国广大科学家和
科技工作者有信心、有意志、有能力登
上科学高峰。希望广大科学家和科技
工作者肩负起历史责任，坚持面向世
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
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
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
迪，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中
国科学院院士姚期智，西湖大学校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中国工程院
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左宁，阿里
巴巴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中国工程
院院士王坚，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北京
化工大学特聘教授戴伟等 7位科学家
代表先后发言，就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推动科技创新和发展等问题提出意见
和建议。习近平同发言的每一位科学
家都进行了交流，深入探讨一些重大
科技问题和科技体制改革创新问题。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
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大家作了
很好的发言，结合各自研究领域提出
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请有关
方面认真研究吸收。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们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把创
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通过全
社会共同努力，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
新成果竞相涌现，一些前沿领域开始
进入并跑、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在从
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
迈向系统能力提升。在这次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过程中，广大科技工作者在
治疗、疫苗研发、防控等多个重要领域
开展科研攻关，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作
出了重大贡献。借此机会，我向广大
科技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
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十
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加
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
加快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
要，是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是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是顺利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的需要。

习近平强调，我国拥有数量众多的
科技工作者、规模庞大的研发投入，关
键是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
造活力，给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搭
建施展才华的舞台，让科技创新成果源
源不断涌现出来。(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赵炜

1996年，他年近六旬，是我国物理
学领域令人瞩目的大家，正处于学术研
究的黄金时期。

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毅然辞去所
有职务，没有选择更有名气、科研条件更
好的高校，而是怀着满腔热情从北京来
到郑州大学。那时的郑大，还不是“211”。

霍裕平，第一位到河南高校任教的
全职院士，从此心无旁骛扎根中原，深
耕郑大 20多年。一边夯实基础，一边
锐意创新；一边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
定力教书育人、潜心科研，一边以服务
国家地方重大需求的担当自我加压、披
荆斩棘。他引领郑州大学物理学科一
点点提升实力、发展壮大，在河南教育
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河
南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力量。

当初离开中科院时，霍裕平是有
机会到条件更好的高校做领导工作
的，可是他喜欢沉下心来做点实实在
在的事情。“我最大的心愿，是把郑大
物理系办得更出色一些，同时再做点
一直想做的理论研究工作。”9月 9日，
谈起为什么要来郑大，他说：“郑大是
我父亲工作过的地方，我对这里有一
种特殊的感情。”

霍裕平的父亲霍秉权先生是著名
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也是郑州大学创
办人之一。承继父辈郑大情，他也把
满腔热情洒在了这里。

他的无悔选择，他的淡泊名利，在
常人眼里可能有点书生气。然而真正
的读书人，血液里从来都流淌着家国
情怀。

(下转第三版）

□栾姗

正确运用大数

据，会带来指数级

的增长。日前，省

政府管理的功能类

企业——正数网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挂

牌，按照市场化方

式运作，撬动“人、

物、场”的三次方，

以大数据提升政府

治理能力、推动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

服务改善民生。

大数据的价值

堪比黄金和石油，是新的生产要素。

近年来，各地对数据的依赖程度快速

上升，区域竞争焦点从对资本、土地、

资源的争夺转向对大数据的挖掘，重

点体现为政府拥有数据规模以及解

析、处置、运用数据的能力。群众“少

跑腿”，服务“一网通办”；政府“店小

二”，治理“一网通管”；社会“透明

化”，数据“一网通享”，河南把数据

作为新要素进行开发，通过打造良好

营商环境吸引高端创新要素集聚，数

字经济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

大 数 据 是 互 联 网 时 代 的“ 粮

仓”，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大数

据企业的竞争本质上是文化、基因

和生态的竞争。走出凭经验、凭印

象的窠臼，靠数据说话，借助大数

据分析科学决策，数据文化油然而

生；健康码“码”住健康、“信用贷”

积分抵押贷款，随着环境变化而不

断改变的基因，使“新物种”具有强

大的生命力；相较于传统互联网企

业“大鱼吃小鱼”的低维度竞争，做

到像“水和空气”一样赋能万物，这

样的互联网生态才能激活发展新

动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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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到河南高校任教的全职院士霍裕平：

深耕中原报家国

□王铮 聂冬晗 张继宏 摄影报道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我省重要工作，中原儿
女正努力把黄河母亲装扮得更加美丽。

大图 黄河湿地环境的显著提升，让郑州居民又多了一个休闲的
好场所（9月2日摄）。⑨3
小图 9月 10日，孟津县黄河中下游分界线湿地公园，植被茂盛、水

鸟飞翔，构成一幅宁静、优美、壮观的自然画卷。⑨3

□本报记者 栾姗

郑煤机又创下了一个“中国第一”。
9月 11日，企业展示大厅里，远程操控系统通过 5G信号，

向百余公里外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二矿薄煤层开采工作面发出
指令。过去，阴暗的矿井里，矿工们紧张地忙碌着；现在，有了郑
煤机自主研发的全国首套成套化智能综采设备，煤矿人“坐在地
面采煤”的梦想变成现实。

新一代信息技术同人工智能相互融合，正给全球采煤业带
来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我们干的是国内煤机领域第一个‘吃
螃蟹’的事。”郑煤机董事长焦承尧说，郑煤机不仅生产液压支
架，而且有能力提供全流程自主研发的综采装备整体解决方案。

实体经济的发展最终靠创新。从“中国第一架”到“中国第
一套”，是郑煤机人矢志不渝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践行习近
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的最佳实践，肩负起国有企业的历史担当。

总装车间里，郑煤机总工程师王永强带领科研人员正在集
中“火力”攻坚，优化成套化智能综采操控系统性能。比起原先
远程操控液压支架的“黑匣子”，这是一个更大的“黑箱子”，藏在
采煤企业的集控室里。

全息模拟的薄煤层大斜面作业环境下，液压支架支撑起工
作面，紧跟采煤机割煤的速度推移，刮板机沿着轨道运输煤块。

“这个工作面里，每个‘成员’都是‘有思考力’的‘机器人’，它们
合在一起是‘机器团队’。”王永强说。

如此复杂的功能需求，涉及成千上万的工业互联网数据。综采
设备、传感仪器、信息传输……每一项参数都需要反复测试联调，最
终实现“人与设备、设备与设备、设备与采场”之间的智能对话。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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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师大家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郑煤机全国首套成套化智能综采设备。 本报资料图片

随着秋冬季来临，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高发，
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更大的挑战。该如何做好当
前的疫情防控工作？

9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一则我省与清华、人大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的新闻再度引发社会关注。我省为何频频“牵
手”知名高校？

我省为何频频“牵手”知名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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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做好秋冬季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