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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提示：

郑州，在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中，强力推进

科技创新，中原科技城正成

为新旧动能转换的发动

机。中原科技城已累计引

进领军项目 70余个、总投

资超过 1200 亿元，汇聚高

层次科创人才 600 余人。

下一步，郑州将依托中原科

技城打造我国北方地区重

要的创新基地和人才特

区。③5

郑州 崛起“科技城”

省辖市开年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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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林

1 月 27 日，数字郑州科技有限公
司高级项目经理杨丹阳作为受邀高层
次人才，在手机上简单操作，几秒钟就
办好了人才认定。

新年伊始，从中原科技城传出的
重磅消息接二连三：启动智能出行系
统、“牵手”上汽集团云计算软件中心、
开通网上人才认定“绿色通道”……

“揭牌以来，中原科技城紧锣密鼓
推进领军项目落地与高层次人才汇
聚，为郑州乃至全省快速筑起科技创
新高地。”郑东新区党工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

2020 年 9 月 15 日，“郑州中原科
技城管理委员会”“河南省(中原科技
城)人才创新创业试验区”同时揭牌，标
志着中原科技城步入全面建设阶段。

中原科技城对经济总量达 1.2 万
亿元左右、人口总量突破千万、市域城
镇面积突破 1000平方公里、特大城市
框架基本形成的郑州意味着什么？

“进入新的时期，加快推进郑州的
科技创新，既是战略之举，又是当务之
急。从发展阶段看，郑州到了转型发
展的关键期。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机遇，加快塑造以科技创
新为根本驱动力的现代经济体系，是
郑州跟随时代步伐、全面崛起的正确
路径。”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徐立
毅说。

集科研、孵化、转化于一体，中原科
技城释放出强大的推进与聚集效应：

头部企业纷至沓来。如，上汽集
团云计算软件中心，计划总投资约 38
亿元，将在中原科技城开展云计算、5G
应用、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大数据
等新兴科技研发及成果转化。项目依
托上汽集团自建数据中心私有云加公
有云的混合云架构，为中原科技城及
郑州“新四化”（共享化、电动化、智能
网联化、国际化）、三智能（智能出行、
智能制造、智能驾驶）发展赋能。

科技创新快马加鞭。中原科技城
启动智能出行系统，20辆自动驾驶微
公交和自动驾驶乘用车驶入城市的大
街小巷。这是郑州打造“自动驾驶第
一城”的一个缩影。郑东新区党工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年 5月，全球首
条在开放道路上运行的自动驾驶公交
线路在郑东新区智慧岛开跑；2020年
6月，在国内率先实现自动驾驶（L3）商
业应用验证的公交线路——中原科技
城自动驾驶公交 1号线开通运营。预
计今年上半年，中原科技城智能出行
系统将有 200 台车辆投入使用，一个
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先进的 5G
自动驾驶创新应用示范区将在郑东新
区建成。

人才汇集提质提速。打造科技创
新高地最为核心的动力源是人才。1月
16日，中原科技城人才引进一件事“英
才汇”正式上线，在全省首开人才引进

“绿色通道”。“英才汇”上线当天，仅 3
个小时，就有来自国内以及美国、英国、
德国等 16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2000
人次的访问申请，成功认定各类高层次
人才679名。“英才汇”为更多英才打开
了进驻中原科技城的方便之门。

统计显示：自揭牌以来，中原科技
城已吸引了包括复星国际、深兰人工
智能生态基地、APUS全球第二总部在
内的 70 余个领军项目，总投资超过
1200亿元，汇聚高层次科创人才 600
余人。

“这座城市在科技创新方面拥有
广阔前景。”1月 27日，记者在中原动
力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采访时，该公
司联合创始人兼CEO林杰表示，入驻
中原科技城后，他们以最快的速度研
发出具有“河南芯”的智能机器人，并
将通过郑州公司的研发实现创新转化
与全球化。

“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原科技城
如展翅大鹏，助力郑州乃至河南依靠
科技创新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书写高
质量发展的新篇章。③5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十四五”开局之年，作为豫西南重镇的
南阳如何对接国家和全省的发展远景，贯彻
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再接再厉，乘
势而上？1月27日，记者从正在召开的南阳
市委六届十二次全会上了解到，《中共南阳
市委关于制定南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讨论稿）》中的几个关键词，描绘了
南阳未来5年的发展前景。

新兴区域经济中心：省委、省政府对南
阳的发展高度重视，2017年省委十届四次全
会提出“支持南阳建设重要区域中心城市”，
2018年省委十届七次全会把南阳与郑州、洛
阳并列为全省三大城市，2020年提出“突破
南阳”，这次河南省“十四五”规划中又明确
提出“提升南阳等区域中心城市规模能级”

“支持南阳建设新兴区域经济中心”。因此，
南阳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在“十四五”期间全
面建成新兴区域经济中心，把高质量建设大
城市作为发展方向，把建成省域副中心城市
作为长远目标，接续奋斗，久久为功，争取早
日把目标变成现实。

GDP突破 5000亿元：前不久召开的省
委十届十二次全会提出“十四五”期间要“再
打造两个以上生产总值超五千亿元的城
市”，南阳 2020 年 GDP为 3925 亿元，继续
位居全省第三。因此南阳明确提出“在质量
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经济总量跨越五千
亿元台阶，力争接近六千亿元，稳居全省第

三”的奋斗目标。
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交通兴则城市

兴。2019年郑万高铁郑襄段的开通，把南阳
“拉”进了高铁时代，但南阳的进一步发展更
离不开内捷外畅、安全高效的综合性交通体
系，省委把南阳定位为全国综合性交通枢纽，
给南阳交通的腾飞提供了重大机遇和更大空
间。南阳机场迁建和呼南高铁建设已经被纳
入国家盘子，唐河复航工程已经启动，多条新
的高速公路必将进一步加密南阳高速路网，
合西高铁、南驻阜高铁也都在加紧推进落
实。这些大项目全部建成后，南阳将成为豫、
陕、鄂交界处的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

“234”工业发展规划：南阳认识到，建
设新兴区域中心城市必须有实体经济的坚
强支撑，尤其是工业的支撑。工业化水平不
高长期以来是制约南阳发展的“短板”，为此
南阳制定了“234”工业发展规划，就是推动
全市纺织服装、油碱化工两大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装备制造、绿色食品、冶金建材、新能
源四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到“十四五”末，
建成河南省先进制造业强市。

此外，南阳还在加强生态保护、稳定农
业生产、加快中医药产业、大力发展养生旅
游等方面规划了具体发展路径。

“我们的规划力争承天接地，对标国家
和省级发展战略，还要兼顾速度和质量，统
筹发展、安全和民生，但又是必须‘跳起来摘
桃子’的奋斗目标，有利于提振全市发展信
心，圆满完成各项规划。”南阳市委书记张文
深对记者说。③8

本报讯（记者 祁思元 通讯员 王守刚）1 月
27日，洛阳市 2021年第一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仪式在老城区中国物流洛阳物贸港项目建设现场
举行。此次，共集中开工重大项目272个，总投资
179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711亿元。

此次开工项目既有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
带动能力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也有推动城
市内涵式发展、改善民生保障的城市基础设施和
社会事业项目。其中，以中原节能环保产业园为
代表的产业转型升级项目有 102个，总投资 767
亿元；以普莱柯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为代表的新基
建项目有18个，总投资 85亿元；基础设施项目有
23个，总投资153亿元；新型城镇化项目有77个，
总投资 535亿元；生态环境保护项目有 29个，总
投资 159亿元；民生和社会事业项目有 23个，总
投资93亿元。

“抓好项目建设‘牛鼻子’，以项目建设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洛阳市政府负责人介绍，这
一批重大项目的集中开工，将对推进洛阳都市圈
建设，助力洛阳高质量发展起到积极作用。③4

本报讯（记者 赵同增 通讯员 林子俊）1月 27日下午，中欧
班列（新乡号）又一次从位于国家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乡车务
段塔铺车站缓缓驶出。这趟班列编组 50车，装载货物以机械设
备、建筑材料及橡胶制品为主，货值约为400万美元，经霍尔果斯
口岸出境，预计15天将货物送达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

与以往不同的是，中欧班列（新乡号）此次发运有了新的身份编码
“X9021”，这标志着中欧班列（新乡号）被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正式纳入图定班列，是我省继中欧班列（郑州）之后的第二条图定班列。

图定班列，即能在列车运行图查到的货运班列，因其具备定点
（发站与到站地点）、定线（列车运行线）、定车次（列车运行线的车
次）、定时（列车发、到日期）、定价（公开运输费用）的特点，又被称
作“五定班列”。

图定班列具有“运行高速、手续简便、运期保证、安全优质、价
格优惠”的优点，是原有班列的“升级版”。

自 2018年 3月 28日首发至今，中欧班列（新乡号）已常态化
运营三年，发运量超百列。

图定班列的开行，意味着中欧班列（新乡号）在货源组织、品牌
建设等方面获得市场高度认可。同时，也意味着中欧班列（新乡
号）在车皮调运、上线运行等方面将更加规范，可进一步缩短运输
时间、提高运输效率、降低运输成本。③5

新
兴
区
域
经
济
中
心

五
千
亿
元G

D
P

关
键
词
描
绘
南
阳
发
展
好
前
景

272个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

中欧班列（新乡号）
图定班列首发

洛
阳

新
乡

新年伊始，郑州市中原科技城智能出行系统启动，20辆自动驾驶微公交、自
动驾驶乘用车驶入城市的大街小巷。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连续两年在白酒国家评委年会鉴评中位居前三

创新引领 赊店老酒成为豫酒品质典范
（上接第一版）
赊店老酒送选的“赊店·名莊”酒

获得专家组“无色透明、窖香浓郁带陈
香、绵甜协调、尾净、浓香风格典型”的
感官评语，并以傲人的成绩位列全国
白酒鉴评第二名，荣获“2020 年度中
国白酒酒体设计奖”。这是近年来河南
白酒在全国白酒评选中取得的历史最
好成绩，赊店·名莊以品质跻身“名酒中
的名酒”，实现了豫酒品质的新突破。

作为赊店老酒的核心大单品，元
青花·洞藏年份酒在此之前就曾数次
在全国白酒品质评比中崭露头角。其
醇厚不烈“洞藏柔”的酒体风格获得行
业专家与消费者的普遍认可。

2018 年，元青花·洞藏年份酒在
当年的白酒国家评委年会评比中获得
280 多名国家级白酒评委的认可，摘
得有着中国白酒奥斯卡之称的“感官
质量奖”，使豫酒在全国名酒中的品质
形象提升迈出了关键一步；2019年元

青花·洞藏年份酒再次参评，最终以骄
人的成绩与洋河梦之蓝M6、五粮液友
酒一起进入浓香型前三名，位列豫酒
第一名，被授予“2019 年度中国白酒
酒体设计奖”的荣誉，成为豫酒品质形
象的标杆；2020年 10月，“二代”元青
花·洞藏年份 10送选中国酒业协会主
办的第十五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获
得中国酒类新品最高奖项“青酌奖”。
2020年12月9日，“2020黄淮流域白酒
核心产区高质量发展峰会”上，元青花·
洞藏年份15被评为“地域标志产品”。

匠心酿酒
坚守全流程传统手工技艺打造

“风过赊店带酒香，人到赊店醉一
场”，现如今阵阵酒香扑鼻的赊店古镇
是中国酒乡名镇，千年积淀、匠心传承，
赊店古镇的酿酒技艺日新月异，为今日
的赊店老酒孕育了国家级酿酒大师。

生于赊店古镇的赊店老酒酿酒总

工程师王贤，自1988年起在赊店老酒
技术中心工作，现已成为全国唯一一
位连续三届被授予“全国酿酒行业技
术能手”称号的酿酒专家，也因此成为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2005年至今，她以“国家级白酒评委”
的身份在传统酿酒技艺的基础上推动
中国白酒技术创新，其间 30余篇专业
论文奠定了她全国排名前十的行业地
位，被誉为“河南最懂酒的人”。

赊店老酒酿酒技艺传承人陈新
建，同时也是酿酒技艺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陈氏家族祖辈相传的酿酒
技艺是他一生坚守的绝技，也构筑了
赊店老酒的品质基础。“制曲、投料、发
酵，标准玄妙则以心法相传；装甄、混
甄、摘酒，着实轻车熟路却不曾怠慢丝
毫”。赊店古镇千年酿酒史中，酿酒技
法几经迭代升级，而酿酒的工匠精神
由陈新建为代表的酿酒大师一脉相
承、不曾中断。

在王贤、陈新建两位大师的主导
下，长久以来赊店老酒采用全流程手
工操作的酿酒方式表达着对传统酿酒
文化的尊重，赊店人相信机器永远无
法替代手工对细节的拿捏，唯有以手
工酿酒，才能让赊店老酒厚重的酿酒
文化得以释放，让消费者品味到赊店
老酒心手相连的醇柔。

创新技术
敢为人先勇于追求极致品质
在文化的传承上，赊店老酒是“顽

固”的大师技艺派；在技艺创新上，赊
店老酒又是“狠抓科技创新”的改革先
锋派。赊店老酒致力于将传统技法与
现代技术有机融合，追求极致的酒体
品质。

首先，人才是一切技术创新的先
决条件。以王贤为首的科研中心专业
技术团队中，有国家级评委 2名、资深
省级评委 5名、省级评委 9名，每人都

是独当一面的技术能手、业务骨干，曾
多次在全国、全省白酒品评技能竞赛
中位居前列，堪称“梦之队”。强大的
技术团队使得赊店老酒在技术创新上
心随所想、游刃有余。

其次，科学研究是技术创新的必
由之路。为了不断提升原酒品质，赊
店老酒与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酒业学院
合作建立了微生物数据库，通过不断
丰富的数据优化制曲工艺采用中偏高
温包包曲，得出了双轮底工艺、回酒发
酵工艺、高温堆积工艺等一系列创新
工艺；为了确保品质稳定，赊店老酒特
成立了大师工作室、工艺研究室，不断
升级硬件配置以加强风味物质研究，
建立风味物质数据库。与此同时，
2019 年 在 原 有 气 相 色 谱 仪（FID、
FPD、ECD）、安捷伦气相色谱质谱联
用仪、离子色谱仪、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仪、液相色谱仪等设备的基础上，公司
又斥巨资引进购买国际顶尖的岛津傅

立叶变换近红外光谱仪，使检测范围
更广，检测结果更准确；在这些高科技
设备、仪器的帮助下，赊店老酒技术

“梦之队”采取全新思维模式探索出独
特的生产工艺组合，在全国白酒行业
中率先发明了冷冻除浊工艺，成功地
实现了除浊、精滤一次成型的工艺创
新，减少传统工艺对高档白酒的风味
影响，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风味物质，使
得成品酒品质更加完美。

最后，成果是检验技术创新的唯
一标准。随着近年来赊店老酒系列产
品在全国白酒品质评比中屡获大奖，
赊店老酒的技术创新之路也得到了证
明。可以说，赊店老酒将传统酿酒文
化与技艺科技创新完美融合，不断在
品质提升上取得进步和成果，让赊店
老酒因品质成为豫酒典范。社会普遍
认为，赊店老酒在科技创新方面这种
敢为人先的精神，正是他们能够以品
质跻身中国名酒行列的主要原因。

为确保农民朋友冬灌用电无忧，国网社旗县供电公司制订了冬灌用电方案，
随时受理农户在冬灌期间出现的用电问题。图为近日该公司带电作业人员在实
施带电作业，为社旗县饶良镇核桃树村农田灌溉1号变压器、2号变压器带电接
火送电。⑨6 刘江英 摄

你用电你用电
我守护我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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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新局奋力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