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晓静

4月 27日，坐落于南乐县杨村乡的沃圃
生智慧农业园区内，仅有成年人手掌大小的
多萝西西瓜到了采摘上市的季节。“它属于高
端品种，直供盒马鲜生等商超。”谈起西瓜产
业带来的可观效益，杨村乡乡长路旭东脱口
而出几个新名词，“我们‘飞入地’产业强了，
他们‘飞出地’的‘分红’就更多了！”

新名词咋理解？“这得从 2019年全县开
始发展‘飞地经济’说起。”南乐县乡村振兴
局局长张鑫霞说，“飞地经济”不鲜见，一般
是指两个行政地区打破区划限制共建各种
产业园区；但南乐县的“飞地经济”有些特
殊，“我们锚定的是乡村振兴、现代农业产业
发展。”

据悉，南乐县是典型的农业县，城东6个
乡（镇）农业产业规模较大，城西6个乡（镇）却
农业产业结构不优、链条较短。为保障脱贫群
众长期稳定收益，该县立足实际、创新思维，用

“飞地经济”的模式，整合农业产业发展较弱乡
（镇）的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以下简称
“衔接资金”），在产业发展较强乡（镇）建设多
个高标准的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区。

现在的南乐县，“飞入地”的示范园区发
展可以为“飞出地”实现产业“分红”，同时增
强“飞出地”各村村集体经济发展；示范园区
提供的岗位，又使“飞出地”“飞入地”的群众
就近就地就业，进一步增收致富。

“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聚集功能和规模效
应，避免了‘撒芝麻盐’式的分散投资，实现了
富民产业集中连片发展。”南乐县委副书记、
县政协主席王淑娟介绍，南乐县“飞地经济”
已整合衔接资金 1.77亿元，切实解决部分乡
（镇）有资源无产业、有项目无土地问题，持续
激发乡村振兴发展活力与动力。

“飞来”项目增势能

杨村乡的端木自芬已在沃圃生智慧农

业园区工作两年多，但对她来说，这个园区
依然新奇：“大棚顶特别高，西瓜不长在地上
而是吊在架子上，甚至浇水、施肥都不用俺
管。”

“在项目入驻前，当地农民多是自己搭建
简易的塑料大棚，本地种植的西瓜少，品种也
不优。”据沃圃生技术人员王凌介绍，除了全
钢架结构、拥有 7米宽保温层的温室大棚以
及高端品种的选择，“水肥系统”也是沃圃生
为当地带来的新示范。

在沃圃生园区的“IGS 栽培控制中心”
内，多个硕大的养料罐搭配智慧管理系统，可
使科学配比后的水、肥通过管道到达园区每
个大棚，实现自动精准滴灌。“智慧管理系统
还根据收集到的数据进一步分析指导灌溉，
总节水率达 40%—70%，节肥率达 30%—

50%。”王凌说。
“沃圃生是我们从北京引来的好项目。

在引进之初，如何扩大规模、快速建设是最大
的问题。”路旭东说，“飞地经济”的模式发挥
了极大作用：从 2019 年至今，从开始整合 5
个村的衔接资金到现在整合 15个村的衔接
资金，沃圃生园区的规模也在政策红利、资金
支持下从 30 个大棚发展至 110 余个大棚，

“这样的成绩，靠杨村乡‘单打独斗’是做不到
的。”

从单一种养向深加工、销售全链条延伸，
是“飞地经济”促进农业发展的又一成果。南
乐县通过招商引资携手国内知名食品企业唐
顺兴集团，以“飞地经济”模式整合资金4700
万元，全力打造集养殖、屠宰加工、中央厨房熟
食预制菜于一体的全产业生态链。已建成的

唐顺兴肉鸡标准养殖示范区年出栏肉鸡 260
万只，上交的项目收益反哺该县张果屯镇等9
个乡（镇）33个受益村用于乡村振兴发展。

“飞来”人才赋动能

坐落于南乐县张果屯镇的“西红柿小
镇”，又被当地村民亲切地称为“西红柿培训
中心”。在育苗、栽种、挂果等西红柿种植的
关键节点，“西红柿小镇”的大棚就摇身一变
成为“教室”。“怎么用药、怎么用肥，来教课的
都是河南农业大学的老师。俺们能免费学到
不少科学种植方法，真是太赚了！”张果屯镇
烟之东村村民马自玲说。

南乐县采用“飞地经济”模式整合3个乡
（镇）的衔接资金4700万元，集中力量在具有
西红柿种植传统的张果屯镇打造“西红柿小
镇”。建设之初，即引入河南农大优质果蔬研
发专家团队入驻，构建“产业+项目+人才”培
育体系、“1+N+1”人才帮带机制，着力打造
西红柿新品种新技术创新研发基地。

“整个‘小镇’大概种植了1200多个西红
柿品种，随便走进一个大棚，就能看到六七个
品种，都是好吃又好销的小番茄。”烟之东村
党支部书记赵战秒欣喜地说，该村种植西红
柿的传统始于1994年，但村民自发选择的是
普通品种，专家团队到来后才有了新升级，

“现在西红柿种植真正成了高效农业、设施农
业。”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谢春立是“西红柿
小镇”负责人，2020年河南农大和南乐县政
府签订校地合作协议后，他便来到该县专注
于优质瓜菜研发、示范和推广，“帮助农民赶
上市场‘潮流’，助力产业实现技术升级、品牌
升级、管理升级，让西红柿成为南乐县现代农
业产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目前，“西红柿小镇”年产酸甜果系列优
质西红柿、青春之歌香味小西红柿等高端果
蔬1500万斤，年产值1.1亿元，带动农业从业
人员 1000 余人，其中脱贫户就业人员已达
300余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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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通讯员 贺德敬 朱彦伟）
在濮阳县文留镇东部一个面积 140亩的厂院内，不
同颜色的管网纵横交织、整齐排列，两座蓝白相间的
压缩机厂房内机声隆隆，百余名身着红色工装的工
人正在供电、输气等多个工艺区紧张地忙碌着……
这是4月 27日，记者在国家管网集团西气东输公司
中原储气库有限责任公司文23储气库看到的一幕。

“别看我们储气库地面上的这个厂院不大，却
掌控着 8个丛式井场、69口注采井和地下 8.5 平方
公里的天然气‘地下粮仓’。从今年 4月 15日起，
我们就开始向地下注气，进行新一轮的冬季保供天
然气储备。”据中原储气库有限责任公司文 23储气
库党总支书记、总经理常大伟介绍，地下储气库是
天然气上、中下游产业产供储销体系中的关键一
环，在应急调峰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建设并保证好储气库的安全运营，才能确
保“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地处中原腹地的文 23储气库是国家“十三五”
重点建设工程，设计总库容 104亿立方米，一期工
程设计库容 84亿立方米，是我国中东部地区最大
的储气库。文 23储气库承担着华北地区天然气应
急调峰、市场保供的重要任务，可为榆济管道、中
开管道、鄂安沧管道、新气联络线、山东南干线等
多条长输管道的平稳运行提供服务和保障，在改善
大气环境质量、能源使用结构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等方面意义重大。截至目前，该储气库已完成三个
注采周期，2021 年冬季保供季单日最大采气量达
2433万立方米，累计采气 13.8亿立方米。9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马
鹏宇 通讯员 曹亮 杜雅丽）连日来，在
濮阳市清丰县纸房乡，由中铁上海工程
局集团承建的济郑高铁濮阳至省界段
PJSG-I 标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据悉，
该项目在全国高铁建设中首次大规模
采用装配式施工。

装配式桥梁施工，是将桥梁的桩基、
桥墩等构件先在预制场预制完成，再运
到现场进行拼装式的施工。该技术不仅
能显著提升施工质量和施工效率，还能
大幅降低劳动强度，减少环境污染，使修
建高铁像搭积木一样便捷。济郑高铁濮
阳至省界段PJSG-I标项目的实施，将为
全国铁路装配式施工提供可借鉴、可复
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9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马鹏宇
本报通讯员 杜鹏

“华龙区将突破惯性思维，打破路径依
赖，聚焦优势产业，培育新发展硬核，抢抓新
发展赛道，在全面建设现代化河南中争当排
头兵、敢做先行者。”4月 24日，濮阳市华龙区
委书记蔡洪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前瞻布局做大“氢产业”，加速未来产业
直道冲刺。目前，华龙区正聚全区之力、集
全区之智，抢抓郑汴洛濮氢能走廊战略机
遇，深入实施“氢赢华龙”战略，加快“从 0到
1”突破。

“加快投资 50亿元的氢能产业园二期，
投资 13亿元的国鸿氢能源产业园等项目建
设，推动产业链由制氢向设备制造、技术研
发等方向延伸，是华龙区实现跨越发展、换
道领跑的一个重点努力方向。”蔡洪峰坦言，

打造国际领先的氢能源基地，就是华龙区的
目标。

华龙区还将以创建国家级高新技术开
发区为抓手，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与国
内外氢能研究机构对接，建立院士工作站、
博士后工作站，高标准建设氢能研究院，全
力打造国内国际领先的氢能研发中心，并全
力布局建设加氢产业，努力打造国际领先的
氢能源基地。

“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是做到‘两个确
保’的关键之举。”蔡洪峰表示，华龙区将以医
学大数据产业园为主阵地、主战场，推动大数
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抢滩占先
做优“区中园”，加速新兴产业换道领跑。

聚焦“大数据+人工智能”，做优做强“一
库、一院、一园、一中心”平台；聚焦“AI 诊
断”，加紧布局氢能医疗车、超声诊断机器人
等新产品、新设备；聚焦“5G+机器人”应用，
构建“一个主导产业、一个配套专业园区、一

个创新生态系统”的全链条深度耦合格局，打
造在全国乃至国际有影响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和人工智能装备研发制造高地……华龙区的
数字化转型生态已初步形成。

如何高位嫁接建强“云平台”，加速传统
产业弯道超车？蔡洪峰表示，华龙区正以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为发展方向，围
绕能源装备制造业补链延链强链，努力进入
中高端、成为关键环。

近年来，依托华龙油气服务智慧云平台，
聚焦“平台+5G”“平台+区块链”等技术融合，
华龙区引导 116家能源装备制造企业“上云
用云”，打造了在国内、国际具有较强竞争力
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依托国家级能源装备孵
化器、油气装备产业研究园等创新平台，华龙
区正全力实施总投资 40.49亿元的 35个“四
化改造”项目，并引导博瑞特、兴泰机械等企
业突破一批“卡脖子”“杀手锏”技术，推动产
品迈向高精尖、提高附加值。9

中原石化

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通讯员 段利梅）4 月

28 日，由中国石化中原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原石化”）自主研发的电容器膜产
品正在加速量产。“我们的产品实现量产后，不仅
打破了国外企业的长期垄断，而且将进口产品价
格由原来的 5 万至 6 万元每吨降到 2 万元每吨以
下。”据中原石化首席技师杨雷介绍，过去，电容
器膜研发生产长期被比利时一家公司垄断；现在，
中原石化的创新突破，攻克了一项重要的“卡脖
子”技术。

中原石化是石油化工和煤化工深度融合的大型
石化企业，是国家“八五”重点建设项目，于 1996年
建成投产。自建立以来，中原石化就把建设科研队
伍、自主创新研发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截至目前，中
原石化先后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项13项，被中国
石化命名为“创新型企业”。

2011年，该公司建成60万吨/年 S-MTO（甲醇
转化制取烯烃）装置。该装置的建成标志着我国自
主研发的甲醇制烯烃全流程工艺技术步入产业化。
2017年 12月，“高效甲醇制烯烃全流程技术”荣获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自 2018 年以来，中原石化又把眼光瞄准发展
“高特精”产品。科研人员先从锂电池隔膜研发开
始，然后开发电容器膜。经过中原石化核心团队
四五年的艰苦钻研，数十次各种试验和 7次中试，
今年 3 月，中原石化研发的锂电池隔膜料和高端
电容器膜料均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目前，中原石
化正与清华大学、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进行深度
合作。

2021年 6月，中原石化与南方电网、武汉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西电西容等成立了“1+10+3”新型
电工材料和绿色电力设备创新联合体，旨在进一步
加大研发力度、提升产品品质。9

濮阳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科技兴濮“创”赢未来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通讯员 段利梅）4 月

27 日，既有图文介绍又有实物展示的“科技展”亮
相濮阳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偌大的展厅里，展出
了濮阳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的架构体系、合作科学
家风采、16 家研发平台和 43 项创新成果等，看后
便对濮阳的科技创新历程、所获成绩、未来努力方
向等一目了然。

据悉，今年 2月 10日，濮阳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筹）在全省地级市中率先揭牌，坚持“小机构、大
平台、开放式、服务型”定位，兼具先进实用技术的
研发、科技成果的转化、高端人才的引进和培育三
大职能；同时，下设“四部一平台一公司”，“四部”
指综合管理部、科研事业部、产业学部、成果转移
转化部，“一平台”指公共服务平台，“一公司”指科
创投资公司。自成立至今，濮阳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已先后集聚 40家研发平台，其中自建平台 7家、以
其他方式合作共建平台 33家；公共服务平台已链
接 3个检验检测中心，科创投资公司已于 3月 23日
注册成立。

加快濮阳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发展，是该市建设
“创新濮阳”、打造中部地区创新开放高地的生动例
证。一直以来，濮阳市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加快
培育创新主体，不断完善创新平台，多方聚集创新人
才。2021年，全市新增12家创新龙头企业、35家高
新技术企业、95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出台支持
科研平台建设8条措施，新增省市研发平台、新型研
发机构54家，濮东产业集聚区获批省级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中科院河南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濮
阳分中心挂牌成立，50项科技成果纳入国家科技成
果库，3项成果获河南省科技进步奖；建成中国科协
海智计划工作基地，柔性引进中国工程院院士等高
层次人才33人，入选国家“万人计划”1人。

“下一步，我们将努力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建成
贯通产学研用金服的科研平台、体制机制灵活的新型
研发机构、面向全省全国乃至全球的开放性创新平
台、集聚一流人才团队的人才高地，为濮阳乃至全省
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濮阳市科技局党
组书记、市科学技术研究院负责人雷灯照说。9

文 23储气库

新一轮保供天然气储备忙

南乐县“飞地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富民产业连片“飞”

坚定不移走创新发展转型发展之路
——访濮阳市华龙区委书记蔡洪峰

“抢跑新赛道，培育新硬

核，在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

中走在前列。”龙城大地上，

400 万濮阳人民深入贯彻省

委书记楼阳生重要讲话精神，

锚定“两个确保”，深入实施

“十大战略”，坚定不移走转型

发展、创新发展之路。

从本期起，“河南日报濮

阳新闻版”将连续推出县（区）

委书记访谈，以全面反映濮阳

各地增量提质、加快发展的火

热实践。

编者按

▶南乐优质品种西瓜到了采摘上市的
季节。9 胡晓影 摄

▲沃圃生智慧农业园区积极发展现代
农业。9 郭赛 摄

装配式技术助力高铁建设“加速度”

抢跑新赛道 培育新硬核

济郑高铁濮阳至省界段PJSG-I标
施工现场。9 本栏图片均为曹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