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委工作会议指出，要把创新摆在发展的逻辑起

点、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位置，整合重组实验室体系，提升

高校和科研院所创新源头供给能力。

本报今起推出“河南高校实验室创新调查”系列报道，客观理性反

映我省高校实验室建设现状、势头劲头和方向走势，为落实省委工作

会议精神营造良好舆论氛围。③9

开栏的话
林州市 全域绽放文明花

奋力实现“十四五”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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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新征程百年路
践行嘱托新答卷 奋勇争先开新局

本报讯（记者 谢建晓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宁掉十斤
肉，不当软骨头。红旗渠上铁姑娘
李改云在修渠过程中不怕苦、不怕
累……”9月 20日，在林州市姚村
镇西张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趁着
假期，红旗渠故事会志愿讲解员崔
智丽正在讲“修渠”故事。现场近百
名群众聆听，一些老人不禁落泪。

林州市红旗渠故事会志愿服
务队成立于 2019年 11月，目前有
志愿者 30余人。他们只是林州市
培育的“文明大树”上的一片绿叶。

“当年修渠就是全县动员、全
民参与，才得以成功。今天的精神

文明建设，更需要让一城人动起
来，才能让一座城美起来。”林州市
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林州市
委、市政府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为
抓手，坚持“创建为民，创建惠民，
创建靠民”理念，全面激发群众参
与支持创建的主人翁意识，带领新
时代太行儿女再塑一条精神文明
建设的“红旗渠”。

一时间，“文明城市创建”成了
林州老百姓口中的“高频词”。

城关供销社家属院是振林街
道向阳社区的一个老旧小区，小区
内基础设施薄弱、生活设施老化、
路面坑洼不平、整体环境较差，居

民改造意愿强烈。今年年初，向阳
社区组织楼栋长、单元长、居民代
表召开民生恳谈会、民主议事会、
民情反馈会，充分征求居民意见，
积极商讨改造事项，并及时向居民
进行反馈，让群众参与其中。

志愿服务靠群众。林州市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队长
经常带领志愿者们开展义务植树、
文明交通、关爱空巢老人、清洁家
园等志愿服务活动。数以万计的
社区群众志愿者广泛参与疫情防
控、交通执勤、清洁家园、扶贫济困
等志愿服务活动。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赵力
文）9 月 22 日，渑池县城北 7.5 公
里，韶山南麓的仰韶村，游客络绎
不绝。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 100
周年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10月中旬，这里将举办纪念
大会。

1921 年，仰韶村遗址首次发
掘，默默无闻的小村成为仰韶文化
发现地、仰韶文化命名地、中国现
代考古学诞生地，名闻中外。如
今，在当年发掘的遗址上建起了占
地2800亩的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900亩核心区已于今年 6月
底建成并对外开放。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

仰韶文化博物馆、发掘纪念点、文
化层断面、考古模拟体验区等串联
起来，形成了“一中心、两环、三广
场、四点、五园”的展示结构。

目前，仰韶文化博物馆陈展提
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在博物馆东
侧，将建起 106米长、最高处达 4.5
米的考古百年雕塑墙。

“在原有馆藏基础上，展厅将
增加一批文物布展。”仰韶文化博
物馆馆长崔强透露。

在 1921年仰韶村遗址的第一
个发掘点，一组人物雕塑再现了当
年发掘现场的场景：瑞典地质学家
安特生站在发掘坑旁注视，左边是
正在画图的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

右边是助手陈德广；考古探方里，三
个村民正在配合取土。其他两处
发掘纪念点分别还原了仰韶文化
第二次、第三次发掘发现的场景。

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发掘，除了
陶器、玉器、石器和骨器等，还首次
发现了草拌泥红烧土墙壁、房屋建
筑材料。

近年来，渑池县着力擦亮仰韶
文化名片，从文化保护传承、文化产
业发展、对外学术交流、城市形象建
设等方面谋划推进，邀请国家知名
设计团队编制《仰韶村考古遗址公
园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实施方案》
《仰韶文化产业园总体规划》以及城
市形象提升规划，（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郑法魁）9月 21日一大早，位于鄢
陵县金汇产业集聚区内的振德产
业园项目建设工地上，党旗飘扬，
塔吊林立，机声隆隆，各种建设车
辆往来如梭。产业园三期 10栋配
套设施主体已完工，一栋新建车间
已封顶，墙体工程正在加紧施工。

振德产业园项目是鄢陵县实
施的补齐工业短板，突出龙头企业
带动，争取中欧班列，扩大出口创
汇能力，倾力打造产值超百亿、规
模超千亩、员工超万人的“百千万”
产业集群目标的一部分。

今年以来，鄢陵县积极落实省

委省政府发出的“三个一批”项目
建设最强动员令，立足生态经济优
势和县域经济发展需求，审时度
势，提出了扩大一个优势（生态经
济优势）、补齐两个短板（工业和城
市基础设施短板）、筑牢三项保障
（党建、作风和营商环境保障）、抓
好一个载体（项目建设）的发展思
路；确立2021年为“项目攻坚年”，
先期开展重点项目“百日攻坚”行
动，打响了以项目建设的突破带动
县域经济发展全局的冲锋战。

躬身入局求突破，县委、县政
府主要领导连续主持召开重点项
目建设工作推进会，县委常委、县

人大常委会主任、县政协主席、产
业集聚区主要领导等“关键少数”
担任项目建设指挥长，统筹推进项
目建设各项工作，每周一调度，每
月一观摩。党员突击队深入一线
当好“施工队长”，一竿子插到底、
一口气抓到底。项目临时党支部
在攻坚一线筑起组织堡垒，党旗在
攻坚一线高高飘扬。如今，鹤鸣湖
体育公园、花博园改造提升、许扶
运河带状公园等项目已具开放条
件，翠柳路已建成通车，锦绣路北
延、人民路西延、翠微路等基础设
施项目正在加紧施工。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记者 史晓琪 师喆

9月 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返
回舱在万众瞩目下顺利着陆。

“神舟十二号上两套面窗产品都是
我们团队研制的，直到着陆这一刻，心里
的石头才落地！”9月 22日，说起这事，郑
州大学橡塑模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刘春太仍难掩激动。

我省高校科技创新成绩单上，又添
出彩一笔。

在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
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的时
代，作为高校创新的源头和主战场，我省高
校实验室如何回应时代召唤，捧出更多一
流成果，助力河南建设国家创新高地？

▶▶回望：在我省科技创
新成绩单上常添彩

面窗组件是宇航员的“眼睛”和生命
保障最关键的部件之一。2005年以来，郑
州大学橡塑模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先后成
功研制出出舱宇航服面窗、舱内服面窗，以
及太空工作站航天服面窗等关键航天产
品，荣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奖”。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2016 年以
来，河南农业大学省部共建小麦玉米作
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过国审和省审的
小麦玉米品种有 32个，研发的小麦分子
聚合育种技术、玉米单倍体高效加倍技
术体系等，支撑河南小麦、玉米新品种选

育在国内保持领先水平。
“我们团队研究出的新型新冠病毒

结构疫苗高效、安全，易储存、易运输、易
量产，交由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现产业化，就是交给了国家。”9 月 3
日，中国生物与郑州大学签署新药创制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郑州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教授、河南省免疫生物学重点实验
室主任王爱萍深感自豪。

目前，我省依托高校建有国家（含省
部共建）重点实验室等“国字号”创新平
台 34个、国家大学科技园 4个。依托高
校建设的省级重点实验室有 137个，占
全省总数的57.1%。

“十三五”以来，我省高校主持项目
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7项，占全省主持总
数的1/3，获河南省科学技术奖占全省总
数的 2/3。高校已成为我省科技创新的
重要支撑力量。

▶▶前瞻：在河南建设国
家创新高地中挑大梁

“玉米收获季节，一个试验点 100多
亩地、近百万株玉米，他汗流浃背地一株
株‘寻宝’，寻找理想的育种材料。”

河南农业大学学术副校长、省部共
建小麦玉米作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汤继华的拼命，成就了他的不凡，也让一
届届学生懂得了科研的苦与甜。

我省高校实验室有很多“汤继华”，
他们的成就令人自豪。（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栾姗）国企改革看
似千头万绪，但概括起来就是干好三
件事：根上改、制上破、治上立。9月23
日，记者从河南能源化工集团获悉，该
集团深化改革脱困、推进企业重生，今
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突破20亿元，提
前3个月完成全年利润目标。预计集
团全年可实现利润23亿元。

省委工作会议指出，要锚定“两个
确保”，全面实施“十大战略”。其中，全
面深化改革战略的重要一项，就是深化
国资国企改革。河南能源作为省管特
大型国有企业，保持高度的大局意识和
责任意识，紧扣“三件事”工作法，顶层
设计和基层探索上下结合，共同凝聚干
事创业力量，提速完成全年利润目标，

改革重生取得前期阶段性成果。
根上改，解决的是体制机制问题。

河南能源制定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和重点改革攻坚推进方案，层层授权放
权，激发全员活力。体制方面，煤炭板
块以资产证券化为主要路径，将阿拉尔
豫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注入上市
公司大有能源，提升资产证券化率；机
制方面，深入落实“煤炭十条”“化工十
六条”改革措施，薪酬重点向生产一线、
核心骨干和技术人才倾斜。

制上破，解决的是运营效率问题。
河南能源聚焦主业主责，推动从传统能
源向新能源转变、从基础化工向化工新
材料转变。做精做优煤炭产业，省内提
质增效、省外做强做大；调整优化化工产

业，实施“东引西进”互补发展。
治上立，解决的是核心竞争力问

题。河南能源与中央企业合作引进资金
抢滩新兴产业，与国机集团、三峡集团合
作，推进风电、地热供暖和氢能等新能源
项目；与大院大所合作，引进智囊前瞻布
局未来产业，建设化工产业“一院四中
心”科技创新体系，推进与中科院共建郑
州研发中心项目，与清华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郑州大学共建研发中心。

改革脱困是前提，改革重生是目
的。“根上改”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深水
区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是重要突破
口。下一步，河南能源的体制改革将

“穿新鞋走新路”，促进各种资本共同发
展，真正实现改革重生。③5

喜迎党代会 阔步新征程

干好三件事 提速三个月

河南能源完成全年利润目标20亿元

渑池县 仰韶文化耀中原

鄢陵县 躬身入局抓项目

这
里
捧
出
越
来
越
多
原
创
成
果

—
—
﹃
河
南
高
校
实
验
室
创
新
调
查
﹄
之
一

本报讯（记者 胡舒彤）9月 25日，记
者从河南省企业联合会获悉，2021中国
500强企业高峰论坛在吉林省长春市举
行，论坛上发布了 2021中国企业 500强
榜单。我省万洲国际、平煤神马等 12家
企业入围。其中，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郑州中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伊电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是此次上榜的“新面孔”。

在12家入围企业中有4家企业进入
“千亿俱乐部”，分别是万洲国际、中国平
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河南能源化工集
团和洛阳栾川钼业集团。

论坛还发布了2021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强入围名单，我省万洲国际、栾川钼
业、牧原实业等22家企业入围，数量较上
年增加4家；在2021中国服务业企业500

强榜单中，我省中瑞实业、郑州银行等 9
家企业入围，数量较上年增加2家。

据了解，这是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
企业家协会连续第 20 次发布该榜单。
论坛同时发布了2021中国跨国公司100
大、2021 中国大企业创新 100 强、2021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 100强，
我省均有企业上榜。③6

我省12家企业入围中国企业500强

第二十四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第二十四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
投资贸易洽谈会投资贸易洽谈会 今日开幕今日开幕

招才引智
河南有了新“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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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汝阳县蔡店乡蟒庄村田间高粱长势喜人，呈现出一片丰收景象。⑨4 康红军 摄

□丁新科

最近，河南科技创新领域大事

喜事连连。9月 22日，省科技创新委

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9月 23日，神

农种业实验室揭牌成立，这是继 7月

17 日嵩山实验室揭牌运行后，我省

在短短两个多月内再次揭牌成立的

重点实验室。9月 24日，省政府新闻

办新闻发布会透露，黄河实验室正

加快筹建。

争创国家种业实验室，构建以嵩

山实验室、黄河实验室等为代表的省

实验室体系……河南在重塑重组实

验室体系上梯次推进，蹄疾步稳，一

个重点实验室的矩阵呼之欲出。

新成立的实验室规格高，具有跨

科研机构合作等鲜明特点，其核心是

科研体制机制创新，旨在发挥出资源

共享优势，集中攻关“卡脖子”技术、

核心技术，可谓是实验室的 2.0 版

本。一直以来，科教高端要素匮乏是

我省突出短板，嵩山实验室成立之

前，河南尚未有一家省实验室，至今

还未实现国家实验室零的突破；高等

教育方面，博士学位授权高校仅有 9

所，博士研究生招生数仅占全国的

0.93%……2020 年，全省综合科技创

新水平居全国 17位，这与经济大省、

人口大省的地位不相匹配。

国家层面，国家实验室体系正

加速重组。在中西部地区，多个省

份都在积极筹备实验室，加强对接

国家实验室体系。（下转第四版）

跑出重组实验室体系“加速度”

◎建设国家创新高地有了规划图、路线图

◎打造更多国家实验室“预备队” 02│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