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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黄政伟 袁新潮

“卡莫阿-卡库拉项目Ⅰ期已于5
月 25 日顺利投产，标志着一个伟大
的、将惠及世代的世界铜生产矿山的
诞生，这对于艾芬豪矿业、紫金矿业
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来说，都是一个历
史性的时刻……”

近日，一封来自非洲刚果（金）的
感谢信漂洋过海，落到了中信重工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重

工”）负责人的办公桌上，写信的是刚
果（金）卡莫阿-卡库拉铜矿的负责人。

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机
遇，致力于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
流先进装备制造企业，中信重工着眼
全球化战略布局信心满满。2019年
7月，在同美卓、史密斯、奥图泰、克虏
伯等国际知名企业的竞争中，中信重
工脱颖而出，成功中标刚果（金）卡莫
阿-卡库拉铜矿项目一期磨机设备。

“当年8月，我们就开始产品设计
制造，前后历时近7个月时间完成产品
生产工序。”中信重工相关负责人介绍。

时间进入2020年，中信重工克服
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利影响，确保了设
备按期交付。今年 4月至 5月，中信
重工国际公司等单位组织人员协调
并负责磨机的安装调试，保障了磨机
顺利试车投产，现已达到设计产量。

据了解，卡莫阿-卡库拉铜矿由
紫金矿业、艾芬豪矿业及刚果（金）政
府等合资持有，拥有资源储量超过
4369万吨，为全球品位最高的大型铜
矿，全面开发后，高峰期年产铜将超
过 80 万吨，有望成为全球第二大铜
矿。③9

本报讯（记者 谭勇 李若凡）“黄
河宁，天下平。”7月 14日，黄河流域
防汛气象工作会在郑州召开，黄河流
域气象中心和沿黄 9省（区）气象部
门进一步研判黄河防汛形势，联手做
好黄河流域防汛气象服务保障工作，
确保黄河安澜。

据气候趋势预测，今年夏季黄河
流域降水整体偏多，中上游可能出现
较重汛情。特别是黄河流域自 1982
年以来已经 30多年没有出现流域大
洪水，按照洪水发生规律，枯水时间
越长，潜在的洪水威胁越大。

今年黄河防汛形势复杂，黄河流
域气象中心和流域各省（区）气象局
将有针对性地做好防汛抗洪气象服
务，包括切实加强流域气象监测预报
预警服务、完善流域业务应急联动与

协调工作机制、着力做好农业防灾减
灾气象保障服务、因地制宜做好流域
高质量发展气象保障服务等，确保今
夏黄河安全度汛。

“各级气象部门要强化系统观
念，打破仅仅关注所在行政辖区内雨
情汛情的惯性思维，加强流域上下游
左右岸信息共享、天气会商和联防，
强化流域上下游一体化的降水实况
监测和预报服务。”中国气象局副局
长余勇表示，强化流域内气象、水文、
灾情和预报预警服务信息共享、联合
会商和应急联动，适时组织开展流域
防汛气象服务演练，完善灾害联防协
同机制，统筹推进流域突发事件应急
管理合作，建设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
合作体系，推动建立互利共赢的流域
合作关系。③9

本报讯（记者 王斌）7 月 14日，
记者从省公安厅召开的打击文物犯
罪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7年以来，
按照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统一部署，
我省公安机关与文物部门密切协作，
持续开展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成
效显著，累计侦破各类文物犯罪案件
42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595人，追
缴文物5442件。

据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总队长刘
彦东介绍，专项行动中，安阳市公安
机关成功侦破了殷墟系列盗掘案，立
案的 26起案件全部侦破；鹤壁辛村
遗址、洛阳邙山陵墓群、巩义宋陵、信
阳城阳城遗址等文物案件高发态势
得到有力遏制。

为追回被盗、被卖文物，挽回国
家损失，斩断犯罪链条，我省公安机
关确立了“以追缴文物为核心”的理

念，探索创新“打团伙、摧网络、追文
物、扣资金”的全链条打击模式，对盗
掘、盗窃文物的组织者、出资者、实施
者以及倒卖、运输、销赃、收赃、走私
等各个环节的违法犯罪人员全部依
法打击，彻底摧毁文物犯罪的利益链
条。

同时，省公安厅建立了重大文物
犯罪挂牌督办机制和各警种、各部门
合成作战模式，与文物管理等部门建
立信息共享、情报会商、协同办案机
制，共同开展被盗掘文物犯罪案件现
场勘查，在文物咨询、移交、鉴定、评
估等方面建立绿色通道，形成打防合
力；与文物保护部门共同在重点文保
单位建立警务室、工作站，强化日常
巡逻防范，实施点对点保护，充分利
用人防、技防、物防等手段，堵塞安全
漏洞，确保文物安全。③7

□本报记者 石可欣

近日，我省印发《2021年深化医疗
保障制度改革重点工作任务》（以下简
称《工作任务》），聚焦群众关切的医保
问题，进一步用好改革关键一招打通
堵点难点，更好地保障群众病有所医。

部分地区将实现“同城
同病同级同价”

医保制度既要照顾到参保人的需
求，又要确保基金不花超、花得好、花
得精准有质量。《工作任务》提出持续
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推行多元复
合式医保支付方式。

其中明确，按照国家区域点数法
总额预算和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
试点工作要求，结合省《统筹推进以大
数据病种分值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专项工作方案》部
署安排，在全省全面推进区域点数法
总额预算和按病种分值付费（DIP）、按
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RG）改革工
作。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改革工作年
底前将在各统筹地区进入实际付费阶
段；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改革工
作年底前进入模拟运行，有条件的地
区进入实际付费。

“这意味着，在我省部分条件成熟
地区，今年将实现‘同城同病同级同
价’。”省医保局局长郑子健表示。

救助对象将被及时精准识别

《工作任务》要求，今年开展全省
低收入人口摸底排查，开展巩固社会
救助兜底脱贫成果“回头看”和农村低
保专项治理巩固提升行动，并出台相
关办法，建立救助对象及时精准识别

机制。
与此同时，完成困难群众大病补

充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制度整合，将
困难群众大病补充保险资金整合至医
疗救助基金，明确基金管理办法。形
成建立防范和化解因病致贫返贫长效
机制，增强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

省委改革办副主任胡彦宏表示，通
过规范医疗救助政策，科学确定救助对
象、救助标准，实施分类、分档救助，从
而合理控制救助对象政策范围内自付
费用比例，不断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
功能，提高制度公平性，让“小病靠扛、
大病靠天”的历史一去不返。

为基层培养100名全科医生

一段时间以来，大医院“吃不下”，
一床难求，群众意见大；基层医院“吃
不饱”，资源浪费，医务人员不满意的

情况成为群众“看病难”的主要原因之
一。

对此，《工作任务》提出，要不断增
强医药服务可及性，提升医疗服务能
力。在细化的工作任务中明确，今年
我省要招聘特岗全科医生，其岗位设
置在县级公立医疗机构，派驻到乡镇
卫生院工作；同时，采取“5+3”模式培
养全科医生，完成 100 名订单定向生
招收任务，为基层培养 100 名全科医
生。

胡彦宏介绍，《工作任务》内容，还
涉及做好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
购中选药品续签和续约工作；按照国
家统一部署和技术标准，以医保支付
为基础，建立招标、采购、交易、结算、
监督一体化的省级招标采购平台等。
每一项改革工作任务，都在向着解决
百姓“看病贵”难题的目标一步步靠
近。③9

真金白银求“真经”

“没想到，一下子来了十几个团队
来揭榜，他们来自智能制造等 4个学

院的老师，与我们的项目完全‘ 对
口’。”河南省恩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范全中喜出望外，他说，目前
是企业发展的初创时期，亟须技术和
人才储备，南阳理工学院的“揭榜挂
帅”真是及时雨啊。

近日，该公司与南阳理工学院签
订合作协议，设立校企联合科研攻关
专项资金600万元，其中企业出资500
万元，学校配套 100万元，总共拆分成
模拟机、通用航空器改装、航空模型、
无人机 4个子项目，面向南阳理工学
院师生广发“英雄帖”。

数字媒体学院李天峰副教授参与
了揭榜，他的团队揭了一号榜单里面
的模拟机项目，他直言不讳，“项目涉
及到虚拟现实技术，这恰是我的专业
强项。”源自数字媒体学院建设有河南
省一流、南阳市唯一的虚拟现实实验
室、南阳市数字媒体技术实验室、河南
省图形图像与智能处理国际联合实验
室、河南省智能物流工程中心、河南省
虚拟仿真示范性教学中心等，“我们不
仅仅是一个团队在作战，背后还有我
们各自的博士生导师智囊团，更重要
的是学校还有各类先进的实验平台和
系列的政策支持，这些都是促进项目
成功的黄金砝码。”李天峰底气十足。

南阳市一通防爆电气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注于防爆电气科研、制造和销
售的大型民营股份制企业，公司本身
就有技术人员 300多人，其中专门研
发人员 100人左右，即便如此，公司技
术创新的需求仍然追赶不上企业发展
的步伐。

2017年，该公司与南阳理工学院
签约战略合作协议，共同研发的防爆
控制线柜，当年年底就投产使用，科技
成果经过转化后，工作效率提升70%，
经济效益增加 50%。如今，看到南阳
理工学院“揭榜挂帅”机制的良好效
果，更加积极踊跃，该公司总经理李旭
明表示：“我们也准备在学校发布防爆
类装备与智能技术结合方面的榜单，
南阳理工学院实力强，距离企业又近，
这种形式更有利于优中选优，把最合
适的科研团队选出来为企业所用。”

计算机与软件学院副教授梁智学
体会更深，10年前，他就带着学校几个
老师和学生给南阳市一通防爆电气有
限公司开展科技创新项目合作，他兴
奋地说，过去是个人行为，毕竟势单力
薄，如今这种“揭榜挂帅”的形式把双
方合作上升到学校层面，可以更好地
调配优质资源为企业服务，正所谓握
指成拳好发力。

“企业过去遇到难题，四处寻觅人
才，犹如大海捞针，而学校教师想去服

务企业，又势单力薄对接不畅。南阳
理工学院的‘揭榜挂帅’制正好解决了
这种信息不对称。”南阳理工学院主管
副校长肖泽昌说。

具体操作流程是，学校校地合作
处先进行市场摸排，汇总企业需求，设
置校企合作科技攻关专项资金，制作
榜单发布到骨干教师群里，符合项目
要求的老师揭榜报名；学校按照最佳
匹配原则，与企业共同确定实力最强
的科研团队，然后组织与企业深入对
接交流，最终推动项目落地。

南阳理工学院党委书记刘荣英
说：“从过去的‘供给端发力’变为‘需
求端发力’，针对性更强，匹配度更
高。企业发展往往是市场的晴雨表，
榜单源于企业面临的难题，能不能解
决好，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和
转型发展。这样的招才引智方式满足
了企业的急需，激活了原动力，确保形
成有利于揭榜者脱颖而出、才华尽展
的良性科研生态。”

紧追前沿好“发力”

“揭榜挂帅”机制缘何一石激起千
层浪？

南阳理工学院智能制造学院赵俊
峰博士踊跃“揭榜”，他说：“发榜后我

第一时间关注，发现这些项目很新，科
技含量高，我们学校本身工科就是强
项，这也正是练兵的好机会，对学科建
设和日常教学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为让“揭榜挂帅”更具活力，南阳
理工学院围绕服务南阳大城市建设、
产业升级和企业技术需求，以及学校
应用型人才培养等，探索设置由学校、
地方政府、企业三方共同设立校地校
企联合科研攻关专项资金，形成保障
科技成果顺利转化的“资金池”，引导
人才链、成果链与产业链无缝对接。

据南阳理工学院校地合作处处长
赵彦普介绍，学校所有“揭榜挂帅”的
项目都是带着资金来的，然后面向全
校教师匹配最佳人选，不但帮助企业
解决了“卡脖子”的技术难题，而且提
升了教师的科研水平及社会服务能
力，推动了学校产业群建设和科技成
果转化，可谓一举多效，最终使学校和
企业之间建立一种共建共享成长型的
良性体制。

河南海宏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与
南阳理工学院签订了合作协议，设立
了“揭榜挂帅”3号榜单，设置校企联
合科研攻关专项资金 600 万元。该
企业是一家生产锂电子电池的高新
技术企业，2020 年销售额 1.8 亿元，
产品出口欧盟及美国，企业自身还建

有省级市级研发平台，每年研发投入
占销售额的 4%。即便如此，随着规
模的扩大对前沿技术的需求越来越

“饥渴”。
南阳理工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徐源

博士揭榜了该公司的“锂离子电池不
间断电源”技术开发项目，徐源博士前
期作为省派博士服务团成员于 2019
年 9月进驻该企业，服务期一年结束
后，徐源直接被公司聘为技术总工，参
与“揭榜挂帅”，“以前是帮扶，总觉得
是一种局外人身份，现在正式成为企
业不走的编外科研团队，身份不一样
了，责任感更强了。”该公司品质总监
兼科技部经理李国光坦言，新能源市
场瞬息万变，设备更新换代、新技术不
断研发都非常急迫，公司与徐源博士
团队共同研发的锂离子电池不间断电
源第一代产品已具备批量生产资质，
第二代正在研发，全部达产后，公司产
能将扩大40%。

南阳理工学院校长安士伟说，学
校的“揭榜挂帅”机制绝不是一阵风，
这是长期磨合碰撞探索出来的一种新
的校地校企合作模式，学校教师不是
会什么才做什么项目，而是企业需要
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紧追市场最前
沿，在攻坚克难中不断更新知识体系，
为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南工力量！

南阳理工学院南阳理工学院：“：“揭榜挂帅揭榜挂帅””激活校地合作原动力激活校地合作原动力

□孟向东 刁良梓 杨怀坦 符浩彬

近日南阳理工学院的两个“榜
单”引发了众多围观：

“我揭榜！”“我们团队揭榜！”
该校教师群里炸锅了，这种新颖的
形式极大激发了大家的参与热情。

这是南阳理工学院从今年 3
月份开始探索实施的“揭榜挂帅”
工作机制，在南阳区域寻找具有
“龙头”特点的企业，通过学校与企
业双方设立校企合作科技攻关专
项资金的形式，以科研项目为抓
手，在全校骨干教师里面寻找最佳
人选，帮助企业解决“卡脖子”的技
术难题。

截至目前，南阳理工学院设置
校企合作科技攻关专项资金2640
万元，已经发布榜单 4期，吸引学
校十几个科研团队前来“揭榜”，正
如一块石头激起一湖的涟漪，极大
激发了校地合作的强劲活力。

①①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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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区将实现“同城同病同级同价”
——我省《2021年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重点工作任务》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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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黄9省（区）联手
做好气象服务保障黄河安澜

我省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成效显著

近4年来累计追缴文物5442件

非洲刚果非洲刚果（（金金））卡莫阿卡莫阿--卡库拉铜矿项目全景卡库拉铜矿项目全景。。陈建明陈建明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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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安阳市公安局追缴的青铜尊。
图② 新蔡县公安局追缴的国家二级文物战国楚金币三联方郢爰。
图③ 太康县公安局追缴的漆器。

本栏图片均为河南省公安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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