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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提示

千 业 水 泥 打 造 的

“5G+”无人矿山智能采

矿项目，通过 5G 技术和

矿山行业深度融合，实现

了露天矿区“铲、装、运”全

程无人操作。当下，焦作

正加速 5G技术在千行百

业的融合应用，5G 产业

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

势，为打造中原城市群数

字枢纽城市赋能。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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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

“ ”开新局奋力实现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3月 16日，焦作市东部商砼产业
园区焦煤集团千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5G智能调度中心内，无人运矿车调度
员李明鑫、遥控挖机操作员张任重正
面对电脑屏幕“挖矿”。

“这是千业水泥采矿区真实的作
业场景。有了5G技术的支持，矿山作
业效率显著提高。”提及矿山5G应用，
李明鑫竖起了大拇指。

他举例说，坐在调度中心，只需要
8分钟就可以完成一辆无人驾驶纯电
动运输车的石料装载，“装载完成后，
我们轻点鼠标，运输车就会按照设定
好的路线，自动运输到下料口进行卸
料，全程安全迅捷。”

千业水泥副总经理郑波介绍，
2019年11月，千业水泥与移动公司、华
为公司、跃薪智能机械公司联手，建设
全省首家“5G+”无人矿山智能采矿项
目，计划投入14个5G基站，可实现60
台无人车的无人驾驶，13台挖机、10台
钻机的5G远程控制等应用，实现露天
矿区“铲、装、运”的全程无人操作。

如今，信息中心大楼、绿色电动集
中供风站、纯电动矿用车充电站、矿区
智能监控系统等已建设完成，采场主运

输道路实现5G信号覆盖，智能挖掘机
和纯电动智能矿车成功实现重车试运
行，达到了“智能化提效”的目标。

千业水泥董事长张新策说，“5G+”
无人矿山智能采矿项目，大幅节省了人
工成本。通过“5G+”工业网关将传输
时延降低到30毫秒以内，定位精度达
20厘米以内，操控信号双向实时传输，
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生产安全性。

建设“5G+”无人矿山智能采矿项
目，是为了创造更大的效益，不只是经
济效益，还有生态效益。

“挖掘机和运输车采用无人纯电
动车代替传统柴油车，钻机采用纯电
动空压机代替传统柴油空压机驱动，
能够减少矿山85%的柴油消耗量，每
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14万吨，有
力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张新策说。

2020年 9月，“5G+”无人矿山智
能采矿项目从全国4289个项目中脱
颖而出，荣膺全国第三届“绽放杯”5G
应用征集大赛一等奖，成为5G应用全
国典范。“这是焦作强力推进5G网络
建设、场景应用和产业发展的缩影。”
说起5G赋能，焦作市工信局局长师少
辉如数家珍。

在智能制造领域，多氟多5G+氟
化工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

成为我省唯一在中国第二届工业互联
网大赛中被评为“全国百强”的参赛项
目；龙蟒佰利联建成“5G+工业互联
网”能耗管控平台，实现了全国六大生
产基地能耗统一指挥调度。

在智慧旅游领域，深化“5G+大数
据”等全域旅游应用，建成全省首家智
慧旅游中枢及配套系统，云台山、神农
山分别被评为省五钻、四钻级智慧景
区，青天河、陈家沟被评为省三钻级智
慧景区，焦作“智慧旅游5G服务”走在
全省前列。

在智慧生命健康领域，河南理工
大学一附院建成“院前5G急救系统”，
实现患者“上车即入院”，延长了抢救

“黄金时间”。
在社会治理领域，运用“5G+AI”

智能分析、GIS等技术，建成智慧楼院
综合管理平台，实现楼院智慧化管理
全覆盖，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明显提升。

“近年来，焦作加快组网建设、夯
实发展基础，加速融合应用、赋能千行
百业，完善产业体系、拓展发展空间，
5G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正
在建设黄河流域5G新型基础设施、产
业生态和融合应用重要节点城市，打
造中原城市群数字枢纽城市。”师少辉
说。③6

5G赋能智慧“千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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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在室内操作无人驾驶挖掘机⑨6 崔立峰 摄

图① 国网台前县供电公司组织焦裕禄共产党
员服务队，前往田间地头开展春灌保电宣传活动。
刘传东 孙阳阳 摄

图② 国网范县供电公司在濮阳市范县白衣阁
乡北街村的田间地头，组织人员对机井用电线路和
设施进行仔细检查，为春灌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
李培振 张浦 摄

图③ 国网宁陵县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在
该县阳驿乡陈营村田间向农户讲解安全用电知
识。 张红梅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电力服务保春耕

□王恒宝 彭佳婧

3 月 15日至 3月 16日，郑州市委
网信办、新浪河南共同策划的“2021豫
见你-V力汇聚精彩郑州”网络主题活
动顺利举行。活动邀请了全国约80名
粉丝辐射量超千万的自媒体知名大V
赴郑州市内各相关县区，通过实地参
观用镜头以18小时超长时间深度挖掘
郑州城市特色。

3月 16 日，参观团队东南线组来
到了位于郑州市经开区滨河国际新城
的蝶湖公园。初春下的蝶湖公园，湖
水碧波荡漾，春日的阳光如点点碎玉，
在湖面上闪烁，远处的小树林层林尽
染，绿色的柳枝在和煦的春风中随风
摇曳，映衬着蓝天白云倒映在湖泊中
宛如一幅实景油画。前往参观的微博
大 V 们被蝶湖美景吸引，纷纷拿起手
中的设备拍摄记录。“如果不是旁边的
高楼大厦和浓厚的现代科技气息，我
以为来到了一片天然的自然风景区。”
某知名微博大V情不自禁地说。

精雕细琢 蝶湖公园化茧成蝶

公园中的蝶湖有5个如意湖大，水
面800亩、蓄水93万立方米，与750亩
绿地、5400米水岸线组合，共同构成了

风光秀丽的“城市绿肺”。穿行其间，
宛如人在画中走，画在湖中游。乔灌
木百余种万余株，灌木地被 30多万平
方，有微山、有花海，错落有致，曲径通
幽，处处凝翠叠绿。

今年春节期间，蝶湖公园接待游
客 48万余人次，抖音相关话题播放量
超 1.2 亿次。强势跻身抖音平台全国
市内短途旅游热门景点排行榜全国第
三名、河南省第一名。在郑州市委宣
传部和郑州市改进城市管理与改善人
居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主办的

“我们的城市——2020郑州印记”活动
中，蝶湖公园荣登“我最自豪的郑州十
大网红新景观”榜首。

蝶 湖 公 园 的“ 爆 红 ”是 多 方 面
的，一方面是短视频时代的促进，同
时有今年就地过年呼吁的成就，但
最重要的是滨河国际新城实打实的
建设成果。

“来此处游玩的游客流连忘返于
这里的美景，但谁又能想到，这里曾经

是污染严重的曹古寺水库。当初是在
潮河河道基础上，通过拓宽和疏挖而
成蝶湖。”负责滨河国际新城整体设计
的中建七局郑州城开总规划师钱珂介
绍，八年来不间断精雕细琢，才有了如
今“水在林中、林在城中、河湖交错、蓝
绿交融、万物共生”的生态环境。

蝶湖公园嬗变，不仅仅关乎水系连
通、生态修复，滨岸改造，雨水资源化利
用，也不仅仅着眼软件、硬件的城市升
级。从大处来看，它关乎一处山水、一
隅家园、一个产业区的有机转变，它见
证并实践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蝶湖公园入口对面，一块有 10个
足球场大的草坪引人注目。“这里将来
会建一座以高端商务、总部经济为主，
高300米以上的地标性建筑，与蝶湖胜
景交相辉映。”钱珂满怀憧憬地说道。

八年磨剑 精心筑巢引凤来

好环境也是生产力。在蝶湖经历
“化茧成蝶”的同时，蝶湖所在的滨河

国际新城也在“华丽蝶变”。
滨河国际新城位于国家郑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核心区域，是经开区管委
会立足国际视野，携手中建七局打造
的“产城融合、宜居、宜业、宜乐”的一
座现代化新城。

在建设之初的规划阶段就坚持高
端引领，邀请国际知名设计单位和咨
询公司为新城发展注入了国际化气
质，并在产业发展、商业体系和智慧城
市方面进行了全方位顶层设计。

高起点、高标准的蓝图只是开始，
通过八年间的砥砺打造，逐步将图纸
变成了现实。目前郑州国际滨河新城
已形成了国际化生态配套、国际化基
础设施、国际化公建配套、国际化交通
枢纽、国家化产业聚集、国际化生活服
务格局，形成产研融合、智慧开放、悠
活慢居的生命健康城。

16.77 平方公里范围内，150万平
方米的绿化管养，50万平方米的水域
巡防，150 万平方米的道路保养，150

万平米的市政管养，1438项的市政维
护，48公里道路、11座桥梁，365天 24
小时的城市秩序管理，5条卓越道路、
17条优秀道路……

滨河国际新城区域内的经南八路
跨潮河桥、潮晟路跨潮河桥、经开第十
二大街跨中心渠桥，三座桥梁均获得
了“河南省工程建设优质工程奖”。
作为郑州首个海绵城市示范区，项目
采用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概念，使城
区范围达到 78%的高渗透率，真正做
到大雨不内涝，小雨不湿脚，为郑州建
设“海绵城市”提供了示范样本。

而隐藏在滨河国际新城地下的一
条全长14.7公里的综合管廊，作为河南
省首条开工建设的地下综合管廊，实现
市政所有维护和检修皆于地下，通过

“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做到
地下空间的综合利用和资源共享，避免
了因为管线检修经常破路的问题。

面对5G时代带来的智慧城市风潮，
滨河国际新城还率先布局了智慧政务、智

慧市政、智慧绿地等智慧城市建设，立志
建设成为郑州第一个“双千兆”之城、“数
字孪生”之城。同时，依托自贸、双创等政
策，积极吸引国内外500强区域总部及各
类国际组织集聚，着力打造世界企业汇聚
的“国际总部港”。下一步，将积极探索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境外经贸合作区的
要素引入与资源导入。

砥砺奋进 助力郑州打造高
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

作为郑州城市建设32个核心板块
之一的滨河国际新城，北通郑东、南达
港区、西接主城，衔接了郑州“东强”“南
动”“中优”三大城市功能布局，蕴含了
郑州经开区和中建七局八年间的战略
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筑就滨河新生
活，形成政企合作的良性互动模式。

此次微博大V们的亲身体验以及
镜头下的深度挖掘，向全国人民展示
了滨河国际新城及大美郑州的城市特
色，推介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区域增
长极”的郑州答卷。这对滨河国际新
城以及整个郑州充分发挥利用“一带
一路”沿线城市中的人缘、文缘、商缘
优势都有重要意义。在此契机下，滨
河国际新城以及郑州的发展必定未来
可期。

精心筑巢引凤来
滨河国际新城助力郑州打造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

（上接第一版）
一天天，一年年，就这样通过办培训

班、禽病诊疗、化验、为农村养殖户服务
等形式，十年间王泽霖带着禽病所积累
资金 400多万元。“两座实验楼盖起来
了，当时很先进的高速离心机、超速离心
机、冻干机等仪器设备也买进来了。”王
泽霖说，1995年禽病所正式挂牌成立，
他和学校签订了租赁协议，禽病所经济
独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每年给学校
交20万元。从现在国家鼓励科研人员
创新创业的政策看，王泽霖早在30多年
前就开始了完美的探索。

多年深入生产第一线、服务生产第
一线，王泽霖非常了解养殖业的实际状
况、生产急需，科研方向找得很准。2002
年至2015年期间，他先后获得3项发明
专利和12个新兽药证书。其中，2002年
到2003年一次性获得新兽药证书5个。

“2004年，内蒙古的一个药厂老板
找到我，问5个新兽药证书都转让给他
要多少钱。我想了一下，咬咬牙说500
万吧，没想到他一口答应了。”王泽霖说。

研以致用让王泽霖大受鼓舞，他一
鼓作气，2005年到2015年再获发明专
利3项、新兽药注册证书7个，新法二联、
新支法三联、新支减法四联等多种浓缩
灭活联苗产品在全国10多家著名生物
制品厂规模化生产，成果转化率100%。

在这些科研硕果中，尤为亮眼的是
王泽霖主持的《禽用浓缩灭活联苗的研
究与应用》项目创建了重大禽病病毒种
质资源库，创立了浓缩灭活联苗研发平
台，打破了国外疫苗的垄断，彻底攻克了
新型高效鸡新城疫、传染性法氏囊病等
多种重大禽病防疫难题，为有效防控我
国重大禽病提供了强力科技支撑，被誉
为“给中国鸡宝宝撑起了国产保护伞”。
这项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能出这么多科研成果已属不易，成
果转化率100%，更让业界惊叹。做科研
的人都知道，把科研成果推广运用到生产
上往往要比搞出科研成果难度更大。
100%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社会急需什
么他就做什么，而且还做成做大做强了。

“创新是推动生产和社会进步的动
力，也是发展的希望所在。”王泽霖说，人
生很短暂，在有限的人生中要想做成几
件事，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准，要看准一个
抓一个，抓一个就要成功一个。

他为啥能看得清抓得准？因为他
心中有国家，眼里有百姓。

屡屡做大事、屡屡成大事的背后，是
他一直以忘记年龄的状态扛着重活。
60来岁得了糖尿病，大家劝他别再不顾
老本儿地拼，可多年加速奔跑的惯性让
他根本停不下来。还有一次，他出差回
来半路发病，下了高速就被等候在那儿
的救护车拉去医院急救。

“活着干，死了算！”他的玩笑话，也
是他的真心话。

屡屡做大事、屡屡成大事的背后，是
他一直以来心中只有大我没有小我。刚
开始创业那些年，夫妇俩没日没夜扑在工
作上，一双儿女放学回到家，经常看不到
爸妈，连口饭也吃不上。王五梅说，有时
候一天没回去，晚上到家煤炉都灭了，得
现生火、现做饭，真是忙得脚不沾地儿。

“不后悔，就是感觉对不起俩孩儿。”
她的不得已，也是她的识大体。

境界

一粒米都舍不得浪费、秋衣袖口磨
烂了还舍不得扔的王泽霖，2019年年底
居然眼都不眨，把毕生科研成果转化结余
的8208万元全部捐给了河南农业大学！

促成学校早日建成高水平的生物
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也就是P3实验室，
是王泽霖这几年最大的心愿。“P3实验
室对于学校有关学科的发展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钱只有花到刀刃上才有价值。”

这不是他第一次做公益。
2005年，他转让新药证书所得的

500万元，个人和禽病所可分得345万
元，他将其中的230万元交给禽病所用于

实验室建设，剩余钱款后来全部捐给中国
畜牧兽医学会禽病分会设立创新基金。

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出差回来没
回家就先到学院，捐出身上仅有的2000
元现金，回到家又立即让妻子筹措现金
20万元捐了。这是当年河南高校教师
中最大的一笔捐款。

2015年，他的两个新药证书转让给
两家企业，企业需将每年销售额的8%作
为专利使用费支付给他，期限为12年，
预计保守收入将达千万元。王泽霖给学
校打报告，将分给自己的部分全部以科
研创新基金形式捐赠给兽医学院和禽病
所，自己分文不取。

他还资助过不少经济困难的学生
和急需科研经费的老师……

这些年，王泽霖就这样在“科研—挣
钱—捐钱—科研”的循环中，昼夜不分地
忙，能省就省地省，想也不想地捐。

曾在禽病所工作的菅复春老师忘
不了，那年王泽霖应邀到全国禽病大会
上作报告，看到这么重要的大会王老师
还是穿着旧衣服，两个秋衣袖子都磨破
边了，就说：“王老师您要没时间，我去帮
您买套像样的衣服，不能穿着这身衣服
去啊。”王泽霖仍是那副笑眯眯的样子，
嘴里说着“会换的”，结果还是没有换。

年近八旬的他，至今还和年轻时候
一样：能步行不骑车，能骑车不坐公交，
能坐公交不打出租。

河南农大家属院39号楼的老房子
没有电梯，他住4楼，患有糖尿病，每天
爬楼不累吗？可他和妻子都觉得“这里
挺好，我们住着挺舒服的”。

家里用的都是有年头的老家具，东
西只要还能用，俩人谁都不舍得扔。

虽已声名远播，虽已功成名就，虽然
年事已高，可他比普通人还要朴素，还要
知足。

只有奉献和付出，没有索取和享受，
他的一生就是这个样子。

有些人觉得他“傻”，也有很多人问
他值不值得？

当然值得！
看到寒门学子不因贫困而折翅，能

飞得更高更远，他想想心里都甜。
看到自己所学能为社会发展作贡

献，能为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出力，他就
浑身舒坦。

看到自己捐款设立的科研创新基
金，正在助力更多年轻老师成长、收获，
他仿佛看见了一个个自己。

看到一双儿女个性独立、事业有成，
让他一次次捐赠不仅没有后顾之忧，还
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他就觉得特
别幸福。

看到出身“大户人家”的妻子跟着自
己受苦受累，却从来没有一句埋怨，一心
帮助、支持、体贴他，他就觉得特别幸运。

是啊，心中有梦又能圆梦，找到了理
想的生命方式，这一生多值得、多幸福
啊。

75岁退休之前，他几乎没有什么业
余爱好，因为“时间不够用，太多事情要
做”。“现在可以啦，我们俩人退休金加起
来每月一万五，花不完，出去旅游也没问
题！”妻子特别喜欢旅游和摄影，他希望
能把这些年亏欠她的尽量弥补。

有时间了出去走走看看，看到老百
姓日子红红火火，他就特别高兴。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国家的强
大，哪来个人的幸福。”他说。

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对党、对国家
的感情是发自肺腑、融入血液的。

王泽霖年幼时家境困苦，是14岁参
加红军的姐夫赵福仁，竭力接济和照顾
全家人，帮助大家度过了三年困难时
期。姐夫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
抗美援朝战争，“他严格要求自己、艰苦
奋斗的作风让我深受教育。”在王泽霖眼
里，姐夫是英雄，是榜样。

1949年 4月苏州解放时，王泽霖7
岁。“早上打开家门，我看见很多解放军
睡在马路边、屋檐下。”这一幕深深烙进
他的脑海，共产党、解放军的为民形象高

大至今。他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个对国
家、对百姓有用的人。

择善而固执之，是一种境界。

光芒

听说他在上海，我打算去上海采访
他。老先生执意不肯，说不能给我添麻
烦，让我在郑州等着，一忙完事情马上回
来。

3月 2日中午 12点到郑州，下午 3
点就接受采访，他不见一丝疲态，没有一
点敷衍，认认真真给我讲他的故事，不时
叮嘱“千万别过度宣传我个人，真的没啥
可宣传的”。

王泽霖为人低调，不喜欢被宣传，但
还是支持、配合我的采访，让我很是感动。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与之相处，如
沐春风。

这些年，有多少人像我一样被他的
温暖、他的光芒感动过啊！

“王老师为了让我好好做实验，买了
学校第一台PCR仪让我用。当时老师们
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这台仪器都一万
六。”王泽霖带的第一个研究生、河南省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闫诺潜说。

“王老师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
模范，授予人民教师奖章，还凭着对中国
禽病防疫的卓越贡献获颁‘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对于赞
誉，他总是说‘我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好，
只是做了一个普通老师该做的工作而
已，都是大家支持的结果’，他教会了我
们怎样做人做事。”禽病所所长赵军说。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文弱书生，一
身侠气。

虽然“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但
有多少人得知他的事迹后，被激发出美
好和正气啊！

“这么纯粹的老人真的是国士无双，
是知识分子的楷模，是民族的脊梁。”河
南农业大学宣传部的周红飞老师说。

“这才是我们的‘星’，共和国最亮的
‘星’！”网友“雅俗共赏”说。

“新时代的英雄就是像他那样，默默
无闻却一直在为祖国的命运保驾护航，
无私奉献自己的全部。我也想像他那
样。”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学生张子健说。

那么大的工作动力来自哪里？那
么低的物质欲望如何做到？他的答案如
此简单，又如此光芒四射：“就想让我们
国家发展得再快一点，就想让老百姓生
活过得再好一点。”

从老先生家里出来，我心怀敬仰，穿
过河南农大老校区那片生机勃发的春日
竹林，走进他一砖一瓦创办的禽病所。

这是一个有着两座两层青砖小楼的
小院，在校园的高楼大厦间很是不起眼。
就是在这里，王泽霖不舍昼夜，拿出了那
么多令人瞩目的科研战果。为了学科发
展需要，如今他已经把禽病所全部捐给了
河南农大牧医工程学院。可以想见，将
来，一定会有更多科研成果在这里诞生。

“禽病所还在继续发挥着作用，研究
生做实验、老师搞科研、给鸡看病，这里
都没有断过。”工作人员赵莉说，王教授
是个传奇，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让我们将事前的忧虑，换为事前的
思考和计划吧！”“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人
生终将辉煌。”“谁也不能随随便便成功，
它来自彻底的自我管理和毅力。”禽病所
墙上的标语，和王泽霖的故事一样，温暖
而励志。

“心存甘霖，善利万物。执著科研，
他志坚行笃，燃如火炬；化身为雨，他滋
养桃李，芬芳一路。”不久前，王泽霖的事
迹被他所在的动物医学院拍摄成短片
《先生》，无数学子看后感动落泪。

“先生”二字，多么令人景仰！是的，
必定是兼具大才大德者，甚至是德高于
才者，才担得起“先生”二字。

“先生”二字，多么温暖有光！是的，
必定是宛如灯塔照亮前路者，尤其是旷
达到为国为民忘了自己者，才担得起“先
生”二字。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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