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建新 薛迎辉

“新修的游园、广场功能
更全了，老人孩子都很喜
欢。为这样的民生实事点
赞。”9月 10日傍晚，在舞钢
市垭口街道鑫源广场上，郭
瑞梅大妈与舞伴们踏着节拍
翩翩起舞。

鑫源广场的改建，是该
市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的一个缩影。今年以
来，舞钢市紧扣党史学习教
育要求，坚持增强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导向，突出为民惠
民主线，不断推动“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
实。截至 8月底，该市共梳
理出民生实事 903件，其中
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类 426
件、已完成403件。

民生实事系民心、惠民
心、聚民心，如何防止学习和
工作“两张皮”？舞钢市坚持
把学党史同总结经验、推动
工作结合起来，研究制定“我
为群众办实事”项目清单，把
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决实

际问题和增进民生福祉的具体行动。
“一期工程拟投资1.5亿元，对76条道路

进行提质改造。”该市城市管理局局长李长春
介绍，由于历史欠账较多，许多道路特别是背
街小巷年久失修，一下雨就成了“水泥路”。

拓宽路面铺柏油，改造雨污管网，弱电入
地，人行道铺彩砖……在朱兰街道矿一街，即
将完工的背街小巷改造，不仅让矿一街旧貌
换新颜，更成了居民傍晚散步的好去处。

“尽管不到 3个月，我们已开工 52条、基
本完成32条道路的改造。”李长春表示，下一
步将加快进度，确保 12月底前完成一期改
造、明年上半年通过边整治边排查，确保所有
城区道路应修尽修。

同时，该市将“我为群众办实事”与“万人
助万企”有机结合，由 35名县级领导、47个
部门负责人分包68家企业，在企业生产一线
办实事、解难题。③6

□本报记者 李倩

手持一根细如发丝的显微注射
针，眼睛注视着显微镜下的斑马鱼胚
胎，脚踩着一块踏板，利用压力脉冲
把溶液注射进一颗颗直径约为1.6毫
米的透明软体球状鱼卵中，每呼出一
口气，必须进行一次连续注射。

这是一项显微镜下的斑马鱼胚
胎注射实验，实验目的是获得基因突
变的斑马鱼样本，进行与人类相关的
疾病研究。

这样的实验不在大学实验室，而
是在一家医院里。

“我们都称自己为‘博士渔夫’，
是职业饲养斑马鱼的。”9月12日，在
河南省儿童医院东三街院区儿科医
学研究所，斑马鱼研究平台的李纪同
博士笑着说，目前实验室里和他一样
的“博士渔夫”还有十多人，毕业于中
国科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山东大学
等院校。

“鱼儿其实很聪明，它反应灵敏，
逃脱非常快……”正说着，李纪同拿
着一个带有过滤网的漏勺，准备选中

“目标”进行实验。
斑马鱼，成体长3到4厘米，是一

种常见的热带鱼，因为全身布满深蓝
色的纵纹而得名。它不仅颜值高，研
究价值也高。因为与人类基因有着
近87%的高度同源性，有“水中小白
鼠”之称，是人类疾病研究中非常重
要的模式生物。

走进省儿童医院的斑马鱼研究
平台，占地30平方米的养殖鱼房里，
三套独立的自动水循环养殖系统上
装有大小不同的饲养箱，每个箱上都
清楚标注着实验的相关信息。

研究人员周馨魁介绍，除了养斑
马鱼，他们还要饲养斑马鱼吃的草履
虫和丰年虾，调节控制水的温度、硬
度、电阻等参数，还要设定固定的日
常光照时间。

但养鱼并不是“博士渔夫”们的
主业，真难的是研究实验，想要实现
成果转化更是异常艰辛。比如在斑
马鱼体内植入人类肿瘤，建立斑马
鱼—人类癌症移植模型，就能帮助癌
症患者筛选药物；在斑马鱼身上得出
的水质监测结果，多数情况下可能适
用于人类；对斑马鱼运动行为的分
析，还能进行运动障碍、抑郁症、孤独
症等疾病的研究。

斑马鱼转化医学创新平台主任
张耀东博士说，该平台于2019年10

月搭建，能进行斑马鱼显微注射、行
为学分析、心电图测量、心率血流测
量分析等相关实验，平台内的科研设
备配置已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我国关于斑马鱼的科学研究也
就是最近10年，2011年，“斑马鱼模
型和技术研究”被列入科技部重大新
药创制专项“十二五”实施计划。我
省的斑马鱼研究虽然起步晚，但发展
速度较快。

近两年，省儿童医院斑马鱼转化
医学创新平台已发表高水平SCI论
文5篇，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1项、省
市级科研项目7项，较好地协助完成
了河南省儿童遗传代谢性疾病重点
实验室的建设任务。

“搭建多学科的斑马鱼研究平
台，促进医教研紧密结合，将汇聚更
多优质人才、成熟团队、先进科研力
量，为建设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提
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持。”省儿童医院
院长周崇臣说。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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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新征程百年路
学学党史党史 悟悟思想思想 办办实事实事 开开新局新局

□本报记者 陈晨 师喆

9 月 10 日，记者走进位于鹤壁市
山城区的宝发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宝发能源”），只见吊车长
臂挥舞、运输车来往穿梭……气化炉
改造工程正在加紧进行，气派的厂区
已经看不出一丝过去的痕迹。

2000年前后，大批小型化肥厂因
低产能、高能耗、自动化程度不够等原
因倒闭。宝发能源的前身鹤壁市化肥
厂也没能跨过这道坎。20年间，宝发
能源历经企业改制、发展改向、设备改
造、技术改进，从一家破产的化肥厂，
成功转型为集清洁能源研发、生产、销
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宝发能源为什么能？
“只要勇于改革，敢于创新，传统

产业也能提升为朝阳产业。”该公司总
经理张国杰对记者道出了转型背后的

“成功密码”。
改制后的起初几年，企业以生产销

售甲醇为主，发展中规中矩。2008年，
全球经济危机造成国内大量化工企业
关停。严峻形势下，宝发能源也站上了
选择的路口：是卧薪尝胆等待产业春
天，还是破釜沉舟重塑产品结构？

经过一番分析研判，公司将发展
思路转向清洁能源。9个月潜心攻关
后，宝发能源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二甲醚产品投产，并在随后的几年
间不断扩大产能。

如今，年产30万吨、产能居全省第
二、成本创全国同行最低的宝发能源
已成为该领域的“领头羊”，先后被认
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

权优势企业、河南省节能减排科技创
新示范企业……凭借二甲醚关键技术
应用与产业化项目，宝发能源带动山
城区 800 余名群众就业，也迈过了年
销售收入10亿元的大关。

张国杰犹不满足：“我们计划以二甲
醚为原料生产乙醇，进一步拓宽市场，继
续在清洁能源研发方面奋勇争先。”

产品结构不断调整的同时，宝发
能源在技术创新上也不断发力：成立
鹤壁宝发能源博士后工作站和省级煤
制醇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围绕“高清
洁燃料”这一主题，研发掌握了70余项
知识产权；利用生产低品位余热蒸汽
及热水，自主研发出“低压蒸汽发电机
组”，每年发电量达 880 万千瓦时；正
在进行的气化炉改造项目涉及公司现
有装置60%以上，建成投产后，生产工

艺自动化率能提高至 80%，每年可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 10万吨，年收入也能
同比增长20%。

宝发能源20年来蹚出的这条创新
之路，成为当地创建全国产业转型升
级示范区的一个缩影。

作为曾经的老工业企业集中区，
当地不少企业曾经或仍然面临转型发
展之痛。不吃“资源饭”，出路在哪儿？

近年来，当地扎实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通过支持企业加大技术、设备改
造力度，打造传统产业竞争新优势等，
助力宝发能源、天鹤模具、正华、飞鹤
等企业转型发展；大力优化营商环境，
建立“双管家”机制和问题清单派遣机
制，变政府指派企业服务管家为企业
按需挑选服务管家，帮助企业办实事、
解难题。③9

为增强城市居民的国防观念和
防空防灾意识，提升对人民防空警报
音响的识别能力，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经省政
府批准，定于 2021年 9月 18日上午
10时 00分至 10时 31分在全省范围
内组织人民防空警报试鸣活动。

试鸣信号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
报、解除警报三种：预先警报鸣 36
秒、停24秒，重复3次为一个周期，试

鸣两个周期；空袭警报鸣 6 秒、停 6
秒，重复 15次为一个周期，试鸣两个
周期；解除警报连续鸣放 3分钟，试
鸣一个周期。每种警报间隔 5分钟，
共31分钟。

望广大市民听到人民防空警报后
不要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特此公告。
河南省人民政府

2021年9月 13日

破产化肥厂变身清洁能源“领头羊”

扫码看全文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2 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改革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
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
大社会问题。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作
为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落实生态保护权责、调动各方参与生
态保护积极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手段。为深入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进一步深化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改革，加快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建设，现提
出如下意见。

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深化生态保护
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

关于组织“9·18”全省
人民防空警报试鸣活动的公告

（上接第一版）
“我们选在永城投资兴业，主要

是看重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正在
忙着对接安装设备的万邦德制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永城益智医药产业
园项目负责人钱东平说，作为 2021
年河南省重点项目，产业园从开工建
设到安装设备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

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的背后，
是永城市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头号工程”的生动
缩影。永城市以“一口进、一码通、一
网办”为目标，以“12345”政务热线为
突破，构建了“马上办抓落实”9+1工
作机制、重点项目联审联批周例会等
148 项工作推进机制，在推进“放管
服”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等方面
打出“组合拳”，全市“不见面审批”事

项占比达 96.8%，已连续两年跻身全
国县域营商环境百强。

项目代表当“考官”，政府部门当
“考生”。永城市把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成效纳入年度绩效考核内容，科学制
定了《永城市营商环境评价问卷》，每年
邀请项目代表和企业代表对政府职能
部门服务质效进行综合评价打分，力
争做到“营商环境优不优、职能部门服
务好不好，要让项目和企业说了算”。

“我们要把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与务实高效推进重大项目有机结
合，谋在前瞻、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进
一步倡树项目精神、树牢项目理念、聚
力项目作为、实现项目效益，用心用情
用力为项目解难题、为企业办实事，以
项目建设的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
年。”永城市委主要负责人说。③7

（上接第一版）
为民服务到心坎，另一项利民惠

民的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也受到当地
群众欢迎。

管网改造好，排污顺畅许多；绿
植优化，从杂乱无章到井然有序；道
路加宽，从 3 米拓宽到 4 米；电路改
造，抬头不见了蜘蛛网般的线缆；楼
道粉刷，环境焕然一新。

在涧河街道文一社区，随着改造
工程不断推进，道路狭窄、管网老化、房
屋保温性能差等问题正得到解决，老
社区换了新模样，居民幸福感更强了。

今年暑假期间，宽敞明亮的湖滨
区公共图书馆吸引了很多青少年前
来阅读。负责人袁龙梅介绍，他们增
加了人手、图书、器材，提高接待能
力，让青少年在暑假有个好去处。

湖滨区委主要负责人表示，我们
将学习贯彻省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
神，从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着手，加强
普惠性、基础性、兜底型民生建设，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成为民办
实事的实效，切实解决群众的烦心
事、操心事，有效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③8

（上接第一版）《濮阳市招商引资考评
暂行办法》明确指出，对招商引资工
作实绩突出的个人，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提拔或重用；对连续 2年未完成招
商任务的驻外机构，调整其领导班
子；连续 3年未完成任务的，降低机
构规格。濮阳各县（区）、开发区、工
业园区当年考评末位或连续 2年退
位的，示范区连续 2 年未完成任务
的，由市委组织部、市委开放招商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其主要负责同
志、分管负责同志进行约谈。

对市政府驻外机构大刀阔斧的
改革，只是濮阳市大力实施“开放活
市”战略的一帧缩影。

近年来，濮阳市始终坚定不移将
开放招商作为稳增长、保态势，调结
构、促转型的“关键一招”，抢抓“一带
一路”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等国家
战略叠加机遇，持续加大“双招双引”
工作力度，先后制定出台《濮阳市支持
双招双引促进高质量发展二十三条措
施》及实施细则（试行），着力打造政策
洼地，以看得到的“真金白银”，提升招
商引资、招才引智质效，加快形成更高
水平的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仅今
年前8个月，濮阳就引进知名企业68
家，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
引擎、新动力、新活力。③9

永城市 项目为王蓄动能

全省首家在京“双招双引”基地挂牌成立

湖滨区 喜看社区换新颜

（上接第一版）
组织招商团队到山东、河北学习

先进经验；每月召开 1次调度会，统
筹解决产业发展中遇到的难题；组建
全国首个宠物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全
程为落地企业提供“管家式”“保姆
式”服务……召陵区多措并举推动宠
物食品企业相继投产，实现宠物产业
从无到有的“蝶变”。召陵区宠物产
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黄鑫介绍，目前
召陵区宠物经济专业园区正在跟踪
洽谈国际、国内行业龙头企业 20多
家，“占地 900亩的园区二期项目已
经启动报批程序，即将开工建设。”

在召陵区宠物经济专业园区的
内墙上，绘制着一幅幅与宠物相关
的精美图画，有不同品种的猫狗等
宠物，也有各种各样的宠物食品，全
方位展示着宠物产业发展的光明前
景。“我们力争通过 5 至 8 年的努
力，形成以宠物主食、零食、保健品
生产为主导，宠物用品生产、创业孵
化、品牌渠道、技术研发等业态协同
发展，生态链条齐全、功能布局科学
的百亿级宠物经济专业园区，着力
打造全国乃至国际有影响的宠物经
济集聚区。”召陵区委主要负责人
说。③8

召陵区 产业延链促发展

城
市
﹃
坦
途
﹄
串
联
美
丽
风
景

我为群众办实事

金秋时节，三门峡黄河百里生态廊道碧草青青，蜿蜒的道路沿黄而行，勾勒出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9月7日摄）。⑨6 孙猛 摄

生态廊道生态廊道 美丽画卷美丽画卷

省儿童医院
儿科医学研究所
斑马鱼实验平
台。⑨ 6 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
者 孔昊 摄

探秘省儿童医院探秘省儿童医院斑马鱼实验平台斑马鱼实验平台

这里有个“博士渔夫”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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