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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可

11 月 16 日，淮滨县的巩义扶贫产业
园，信阳中纺织造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里机声隆隆，各生产线有条不紊地运作，到
处都是工人们忙碌的身影。

“产业园竣工之际，入驻企业信阳中纺
织造公司即同步建成投产。该项目落地资
金达1.7亿元，对淮滨县发展纺织业起到了
极大促进作用。”产业园负责人说。

投资 4050 万元，建筑面积达 2.1 万平
方米的扶贫产业园，正是巩义在淮滨精
准帮扶的产业“支点”。巩义市充分依托

工业产业优势，针对淮滨县在发展支柱
产业——纺织业过程中大量入淮企业无
处安身的窘境，为淮滨县量身打造扶贫产
业园，帮助其扩大企业容蓄能力。

作为我省最后一批脱贫的国家级贫困

县，淮滨县的脱贫攻坚工作始终受到各方
的支持和关注。自2018年 5月巩义市对口
帮扶淮滨县脱贫攻坚工作以来，巩义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以“显微镜”精
准诊断对口帮扶点。

捐资捐物只能短期见效，管不到长
远。对口帮扶工作开展以来，巩义市始终
注重产业发展，强化产业帮扶的“造血”功
能，帮助发展当地优势产业，引进并落地
实施项目 2 个，投资额度达 18050 万元，
协调引进新的项目 3个，落地资金达 7005
万元。

协调引进新的项目。信阳康一元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饮料生产线，作为巩义市帮
扶淮滨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完成年度投资
3005 万元，于 2019 年 3 月份全面建成投
产，当年实现产值600万元。

拿“望远镜”精准瞄向持续发展点，康
一元公司在立足现有产品的同时，投资
4000万元与河南工业大学博导黄继红教授
合作开发麦胚蛋白质资源开发利用项目，
目前正在落地实施。平煤北控集团与河南
双鑫风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15亿
元新上风电项目，正积极协调投资方与淮
滨县展开进一步洽谈。

对口帮扶工作需要“真金白银”的支
持。除财政资金和金融部门资金外，巩义
市还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吸引社
会资金参与帮扶工作。精准监管各项资
金，详细规定了各种扶贫资金单使用管理
办法，确保资金安全，并发挥最大效益。

据了解，2019年度巩义市财政援助淮
滨县资金总额 3100 万元，占市 2019 年度
本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比重33.58％。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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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11月 10日，记者从南
阳市科技局获悉，今年南阳市第一批创新发展贴息资金项
目评审已完成，共有81家企业的87个项目符合条件，市财
政拟支持贴息资金近1.19亿元，撬动该市银行投入企业科
技贷款36亿元以上，为创新企业大发展装上动力引擎。

据了解，为扩大科技创新规模，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企
业的科技创新信贷投入，2017年南阳市设立企业科技创新
贷款贴息资金，首批设立财政资金 5000万元，第一年全市
就有 51个企业获得科技创新贴息贷款资金 5000万元支
持，撬动该市银行投入企业科技贷款15亿元以上。

今年是南阳市第 4年开展创新发展贴息资金项目评
审，共分为两批进行。该专项支持的重点是全市科技和经
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点领域，以高新技术、传统产业技术创
新、科技成果转化和改造升级为方向，促进企业升级改造和
创新发展。

西峡县众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就是受益的公司之
一，该公司的年产20万只涡轮增压器项目作为创新发展项
目顺利通过评审，获得211万元贷款贴息，“今年因为疫情，
企业遭遇一定困难，目前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
这笔贴息贷款对于企业自主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具有
重要作用，解了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表示。③4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上周我省的天气以晴天为主，各
地最高气温在 15℃以上，让人怀疑还没有进入冬天。别
急，今日起，冷空气将打出一套组合拳——7级大风+雨+雪，
带你“一夜入冬”。

中央气象台预报，17 日到 19 日，我国中东部地区将
迎来一轮大范围强雨雪、大风降温天气，局地日降水量可
能突破历史同期极值。受此次冷空气影响，省气象台预
报，本周我省有两次降水天气过程，降水量接近常年同期
略偏多。

17 日到 18 日，全省有小到中雨，北中部部分地区大
雨。20 日到 21 日，西部、北部有小雨雪；其他地区有小
雨。受冷空气影响，19日夜里到 21日，全省偏北风 4级左
右，阵风6级—7级；最高气温较前期下降5℃—7℃。

根据作物生长状况、结合当前土壤墒情及未来天气
预报，我省农业气象专家建议，麦田可进行划锄松土、通
气保墒，以提高地温，促进小麦的根系生长。同时，需要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做好温室作物及设施农作物防
寒管理。③6

本报讯（记者 石可欣）11月 16日，记者从省退役军人
事务厅获悉，首届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决赛近日在
广州落幕，我省 5个项目参加决赛，荣获一等奖 1个、三等
奖3个和优胜奖1个。

据了解，本届大赛是退役军人事务部组建后首次组织
的全国性创业创新大赛，以“立创业创新潮头、展退役军人
风采”为主题，于今年1月正式启动，吸引了5G、人工智能、
智慧农业、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的 8000余个创业企业
（团队）、逾3万名创业退役军人参与。大赛分为新兴产业、
传统产业及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 3个行业赛，精准扶贫、
创新团队两个专项赛，参加决赛的 100个项目是从全国数
万个项目中胜出的。决赛最终角逐出一等奖 5个、二等奖
15个、三等奖30个、优胜奖50个。

我省参赛团队巩义市泛锐熠辉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获
得传统产业及生活服务业一等奖，新蔡县未来农牧有限
公司获得现代农业三等奖，平顶山天健农业有限公司获
得精准扶贫组三等奖，河南军创园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获得创新团队组三等奖，南阳国医仲景艾草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获优胜奖。此外，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被授予“优秀
组织奖”。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大赛，我
省探索出了不少扶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的方法、渠道和模
式，激励更多退役军人积极投身创业大潮。③5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 刘晓波）11月 16日，记者从省
科技厅获悉，我省新建 35 家省级重点实验室，总数达到
240家，进一步提升了我省高能级创新平台的科技实力。

据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省首次组织实施
了学科类重点实验室和企业类重点实验室分类建设。此次
新建的 35家省级重点实验室中，有学科类重点实验室 23
家，企业类重点实验室12家，普遍创新能力强、研究成果显
著，为我省整合优化科技创新资源，争创国家级创新平台奠
定了坚实基础，增添了后备力量。

从整体看，这批省级重点实验室凸显了三大特点：强化
吸引集聚优秀中青年人才，重点实验室是引才聚才的重要创
新平台，充分发挥创新平台聚才用才主体作用，对推动我省
科技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具有重要意义；注重提升企业
技术创新能力，围绕我省主导产业和重点产业发展需求，依
托大中型企业建设企业类重点实验室，有利于推动企业成为
创新主体,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速研发转化和产业化；加大
对民生领域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对于医疗卫生、生态环境保
护等民生领域，更多依靠科技创新提升民生福祉。③9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1月 16日，第十六届
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首次以线
上形式开幕，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第十二
届“全国文化企业 30强”榜单正式出炉，中原出
版传媒集团上榜，五次蝉联这一殊荣，也是本届
我省唯一上榜的文化企业。

作为我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重要骨干力
量，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坚持改革开放、守正创
新，以高质量党建带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提
升综合发展实力、核心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
今年前 10个月，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克服经济下
行压力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影响，实现营业
收入 244亿元，同比增长 19.27%，利润同比增长
20.09％。

近年来，中原出版传媒集团聚焦主业，筑牢
出版根基，让“出版豫军”叫响全国。2019年以
来该集团 39个项目入选出版“十三五”增补规划
等国家重点出版工程；集团版图书在全国图书零
售市场排名提升 13位；正式启动大型全媒体出
版工程《中华文脉——从中原到中国》（丛书）编
纂工作。同时，该集团深入推进企业转型升级，
实施文化服务“上网下乡”工程，2019年实现文
化电商销售 21.29 亿元，同比增长 116.4%，连续
三年实现 100%以上的增速。2019年该集团首
次代表国家承办科伦坡国际书展中国展台，中原
传媒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联合编辑部正式挂牌运
营 ，全 年 向 海 外 输 出 版 权 322 种 ，同 比 增 长
50%。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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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省级重点实验室凸显了三大特点：

●强化吸引集聚优秀中青年人才

●注重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加大对民生领域科技创新支持力度

11 月 15 日，大
批候鸟在汝南县宿鸭湖
栖息、觅食。宿鸭湖水库是

亚洲最大的平原人工水库，已
建 成 运 行 60 多 年 ，泥 沙 淤 积 量
大。自 2018 年清淤工程实施以来，
水 质 变 好 ，水 生 态 系 统 更 加 多样
化。如今，宿鸭湖湿地留鸟和候鸟的
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加，每年来此栖息
越冬的白天鹅、鸿雁、灰鹤等鸟类

数以万计，使宿鸭湖成为中原
地区的“候鸟天堂”。⑨6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

候鸟天堂

□本报记者 温小娟

11月 16日下午，伴随着第十六
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
易会在线上启幕，河南馆也正式开
启云上文博会时间。

“观天象、知起源”、二里头“中
国龙”、文化+旅游……点开云上文
博会河南馆，琳琅满目的文化创意
产品映入眼帘。在时尚创意、数字
技术等的加持下，“老家河南”文化
资源优势越发凸显，“塑造”了众多
崭新的文化产品，给观众带来了丰
富的文化体验。

河南馆内展出的视频、3D和图
文展品有近500个，交互站点近100
个，是目前参展省份中展示数量、展
示内容、展示形式最多的展馆之一，
而且亮点颇多。

在线上举办展览，最大的好处
就是可以轻松突破线下展览的空间
限制，河南馆以交互式、沉浸式、场
景化的展览特色，可以带领观众轻
松来到二里头遗址观看绿松石龙形
器，走进焦作云台山、洛阳白云山
等，身临其境感受“大美河南”。

整个展馆在展现黄河文化保护
传承创新方面可谓浓墨重彩。文明
之源板块分为择中建都、中华龙文
化和天文学三个展区，择中建都展
区通过视频和三维技术重点展示二
里头遗址、双槐树遗址等发掘和研
究的最新成果和择中建都的理念，
展现黄河文化与中原文明。

文旅融合板块以保护传承弘扬
黄河文化为主题，围绕构建“一带一
核三山五区”文旅发展格局，重点展
示郑汴洛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核心
板块和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三
山”连片示范区的文旅项目，叫响河
南文旅品牌。

融合创新板块由“文化融合

‘豫’见未来 产业创新出彩中原”、
“文化+”引领产业融合发展、媒体融
入河南出彩中原三个展区组成，展
示了河南省在文化产业上更广范围、
更深层次的融合创新，文化融合产业
的百舸争流，推动着河南由文化旅游
大省向文化旅游强省转变等方面的
具体成果。其中，“媒体融合”展区，
设置顶端新闻APP、正观新闻APP、
新媒体融合创新三大主题内容，展现
了围绕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运用，全面推动媒
体内容、渠道、平台、管理等深度融
合，掌握融合发展主动权，巩固壮大
主流思想舆论阵地，河南走出了一条
独具特色的媒体融合之路。

今年，河南馆新增的文化小康
板块令人耳目一新，展现了我省以
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扛稳扛
实文化扶贫责任，精准实施文化产
业扶贫，通过发展田铺大塆、梦里张
庄、陕州地坑院、爱和小镇等特色小
镇、休闲观光园区以及“送戏下乡”
等文化产品提振百姓精气神，将“文
化强省”建设的丰硕果实，化为全省
百姓可实实在在感知的身边事、寻
常事，极大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为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建
设美丽中国交出了精彩答卷的动人
篇章。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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