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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勰

夏日的西华县红花集镇龙池头村，绿树掩映，村容整洁。100
公里开外的上蔡县黄埠镇小王营村，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这两个村都是省纪委监委机关定点帮扶村。开展帮扶以来，
省纪委监委机关充分发挥后盾作用，成立专门机构，制订帮扶计
划，领导班子定期走访调研，组织开展帮扶活动，提供政策保障，让
驻村干部心无旁骛投入村庄发展。

7月，走进龙池头村，只见宽阔平坦的村道纵横相交，一座座
小洋楼错落有致，郁郁葱葱的树木点缀其中，一条清澈的沟渠穿村
而过，整个村庄十分整洁。

“龙池头村曾经是‘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省纪委监委
驻龙池头村第一书记王利闯介绍，近两年来，驻村人员狠抓村庄环
境建设，推进垃圾污水治理、厕所革命和村容村貌提升等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让环保理念深入人心，调动村民积极性，“有了好的生态
基础，我们进而推动田园增收、养殖富民、乡村旅游，点‘绿’成

‘金’。”
如今的龙池头村，已成为一个集“宜居、生态、旅游”于一体的

美丽乡村，拥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文明村镇、全国绿色村
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4个国家级荣誉称号，成为远近闻名的乡
村振兴“明星村”。

“之前，有个县城的女孩和咱们村的小伙儿谈朋友，女方家不
同意。后来女孩拉着家人来村里转了一圈，女方家改口说‘只要两
个年轻人愿意，咱当家长的不干涉’。”谈起这桩趣事，龙池头村村
民一脸骄傲。

龙池头村的招牌是环境，小王营村的优势是区位。
“小王营村是豫东南典型的平原农村，距上蔡县城11公里，紧

临223省道，区位优势明显，便于建设项目……”谈起村情，省纪委
监委驻小王营村第一书记王铁虎如数家珍。

充分发挥交通便捷优势，驻村工作队瞄上了加油站项目。为
让项目早日落地，驻村工作队队员们奔波于工地及各部门之间，办
理了建设、消防、危化等证照。目前，加油站已完工，并顺利通过各
项验收，经营权招投标已经完成，近期将正式投入运营，村集体收
入将得到大幅增长。

目前，小王营村正在筹备建设保鲜库，一方面服务入驻的多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红薯、辣椒等绿色农产品保驾护航；另一方
面增加村集体收入，带动群众就业，优化种植结构，让群众在家门
口有活干、能挣钱。

“只要村子有更好面貌、村民有更多笑脸，我们再苦再累都值
了。”谈起感受，驻村工作队队员们话语朴实，却道出了纪检监察干
部深厚的为民情怀。③5

□本报记者 李宗宽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范坤鹏

“株距、播种深度和行间距规范高
效！”近日，在洛阳 2022 年智能农机作
业现场演示会上，中国一拖出品的无人
驾驶拖拉机东方红 LF1104-C 田间“秀
绝技”，引得现场专家为智能化农机点
赞。

“田间无人影、农机独自忙”场景的
实现，源于中国一拖洛阳拖拉机研究所
的技术支撑。作为国家级工业设计中
心，同时也是拖拉机动力系统国家重点
实验室和中国一拖的核心研发机构，洛
拖所拥有亚洲最大、国内领先的研发测

试环境。
“以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为牵引，

突破拖拉机等农业动力装备的技术瓶
颈，解决我国农业机械化关键领域的

‘卡脖子’问题。”中国一拖技术中心产
品管理总监刘孟楠说出了目标定位。

一直以来，大型高端拖拉机代表着
国家技术水平，为解决我国农机装备领
域无机可用、无机好用、国产化率低等
问题，洛拖所相关研发人员下稻田、赴
麦区调研，把田间地头变成实验室，把
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最终得出结论，
提升我国丘陵山区机械化率的关键在
于底盘动力，从而为攻克技术难题找到
依据。

传帮带、勇创新，打造攻克技术难
题的“智囊团”，是洛拖所研发设计的另
一秘诀。在刘孟楠印象中，为研发无级
变速技术，所属技术团队默默无闻攻克
了 10 年左右，“因为技术难度大且没有
参照，全靠自己摸索，产品顺利验收后，
实现了总体国际先进、部分国际领先的
目标”。

在刘孟楠看来，农机行业不容易，
秉承的是一份初心，都是为农民解决问
题。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技术团
队通过自主创新，突破一个又一个核心
技术，创制了动力换挡、无级变速、混
合动力、无人驾驶拖拉机等具有行业重
大意义的新产品，引领了行业技术进

步。尤其是东方红动力换挡拖拉机的
上市，打破了国外农机巨头在中国高端
农机市场垄断局面，降低了农机采购成
本，标志着中国农机工业实现了关键
技术的突破。“十三五”期间，共申报专
利 423 项，获授权 325 项；取得省部级
以 上 新 技 术 、新 产 品 鉴 定 成 果 45 项
等。

中国一拖技术中心主任赵一荣说，
“十四五”期间，技术中心将以高端农机
装备大型、高效、信息化、智能化、绿色
化为方向，围绕主粮和主要经济作物全
程机械化为主题，在诸多技术领域实现
国际引领，为成为全球农业装备一流研
发机构而努力。③7

□本报记者 石可欣

如何充分激发各级各类学校蕴藏的创新潜力？
如何持续提升教育服务现代化河南建设的能力和水
平？7月8日，记者就此采访了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

该负责人介绍，全省教育系统深入学习贯彻全
省创新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大会精神，细化了配套改
革举措，建立了“专班+清单”落实机制。

提升内涵，为高校科技创新固本强基。“十四五”
期间，支持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新一轮“双一流”建
设，推动“双航母”提质进位；支持 7所高校 11个学
科开展“双一流”创建工作，培育“双一流”第二梯
队。推进高校布局结构调整优化，整合省内外优质
资源，推动本科院校省辖市全覆盖。打造“学院、学
科研究院、产业研究院”共同体，以高等教育结构、规
模、质量的持续提升激发高校科技创新活力。

多措并举，持续增强高校创新能力。健全稳定
支持高校基础研究机制，引导高校积极参与国家、省
（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坚持顶天立地、项目为王，
有序开展重大课题“揭榜挂帅”，充分激发高校科技
创新内生动力；加快实施高校科技创新团队和人才
支持计划；深入实施河南省协同创新计划，建强国家
—省—校三级协同创新中心体系。加快高校科技成
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建设，切实提升高校科研成
果转化率。

抓住关键，着力培养创新型人才。聚焦实施“十
大战略”对人才的迫切需求，推进高校研究性创新性
教学改革，加快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养。进一步深
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着力培养大批现代化河南建
设急需的“大国工匠”。着力破除“唯分数”的学生评
价体系，提高中小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挂图作战，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健
全校企合作工作机制，高标准实现高校参与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联合工信、科技
等部门定期通报各高校共建研发中心情况，遴选认
定一批示范性校企共建研发中心，纳入全省高校公
共技术创新服务平台支持范围。

深化改革，持续涵养一流创新生态。积极推动
教育评价改革，聚焦制约高校创新发展的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加快推进“大部制”“院办校”等改革，深化
高校科研制度改革，创新人才引育机制，改革外事审
批程序，逐步构建高校治理体系完善、运行机制顺畅、
办学特色鲜明、支撑成效凸显的一流创新生态。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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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情帮扶显实效
——省纪委监委机关定点帮扶工作纪实

打造农业装备一流研发机构
——“设计河南”看变化系列报道之六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晓静
本报通讯员 魏园军

7 月 7 日，中原油田天然气产销
厂。“通过我们自己的维护保养，大大
提高了国产压缩机的使用寿命，为中
原储气库群平稳运行奠定了基础。”负
责压缩机设备相关工作的孙东阳的

“骄傲”，来自一项技术创新。
据悉，天然气压缩机是地下储气

库建设的关键设备，被誉为储气库的
“心脏”装置。随着中原储气库群的持
续平稳运行，部分压缩机出现了“水土
不服”现象，尤其是前期建设的部分储
气库使用的压缩机大部分是“洋设
备”，一旦出现故障，就会导致储气库
停工。同时，与进口压缩机相匹配的

“小零件”也问题不断。“比如看起来不
起眼的螺丝帽，一旦与设备不匹配，压
缩机在后续运行中就容易出现问题。”
孙东阳说。

突破“卡脖子”，换上“中国芯”，对
中原储气库群来说迫在眉睫。

然而，无经验可供借鉴，压缩机国
产化工作注定是一场艰难的“持久
战”。其实早在 2010年，中原油田就
与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联合
启动文 96储气库先导试验项目，研制
出了国内首台储气库国产化压缩机。
去年，随着中原储气库群进一步扩容，
国产化压缩机也从“实验室”逐渐替代
进口压缩机进一步“入驻”中原储气库
群，国产化的压缩机占有率在中原储
气库群大幅度提升。

“现在，投运的国产化压缩机完全
可以跟‘洋设备’媲美，采购和运维成
本也降低了很多。”孙东阳说。

目前，中原储气库群正在积极推
进压缩机国产化工作，已有近 70%的
压缩机实现了国产化。下一步，在中
原储气库群继续扩容的同时，中原油
田将进一步强化与石化机械公司的合
作，共同推进压缩机国产化工作。③7

中原储气库群
换上“中国芯” □本报记者 尹江勇

似一只巨鸟展开双翼，一台几十米宽
的大型平移式喷灌机，在一块块试验田间
缓缓移动，“翼”下几十个喷头喷出一道均
匀的“水雾墙”，滋润着地面的幼苗……

“这种大型喷灌机特别适合大面积农
田灌溉，先通过无人机航拍图像的分析，获
取整个田间的灌溉‘处方图’，再自动调节
每个喷头的开启及喷灌机行走速度，实现
变量精准灌溉。”7月 7日，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田灌溉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灌所”）成果
转化处处长邓忠告诉记者，与传统的地面
大水漫灌相比，精准变量喷灌技术可节水
20%至30%。

“作为驻豫国家级科研机构，中灌所扎
根新乡 60多年来持续推进节水农业与智
慧灌溉科技创新，整体水平国内领先。”新
乡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李亮介绍，为了
将智慧灌溉创新成果打造成我省新兴优势
产业，新乡市以中灌所为试点单位，通过成
果整体打包评估、技术入股等方式，积极探
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科研院所科技
成果转化新模式。

整合资源精心打造“技术服务包”。“目
前，中灌所已集成了智能灌溉水肥一体机、
数字化喷灌机组、全自动过滤器等 13个系
列的产业化技术服务包。”邓忠介绍，这些
服务包涵盖了设计方案、技术工艺、操作规

程、质检体系等全套技术产业化综合科技
解决方案，“简单地说，企业购买了我们的
服务包，就可以直接进入生产环节。”

抓载体推进成果转化机制创新。为了
促进科技成果更好地转化，新乡市出台“八
条政策”力促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一方
面打破传统单一专利技术价值评估方式，创
新了以“产业化技术服务包”为评价单元的
市场价值评估方式，有效提升单一技术的经
济价值，保障了研究所及技术发明人的合法
权益。另一方面推动技术入股龙头企业，在
新成立的新乡灌排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中灌
所以14项发明专利、12项实用新型专利、22
项软件著作权和 9项主推技术入股，推动

“无形”知产转变为“有形”资产。
建设高端平台打造全产业链。当前，

中原智慧灌溉装备制造产业园、中原智慧
农业产业示范园建设正在辉县市积极推
进。“园区规划集产学研融合、订单化生产、
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于一体。现在企业主体
厂房的建设和装修已基本完成，下一步要
配套组装产品生产线，进行灌溉装备的生
产制造。”产业园有关负责人介绍。

据悉，在产业园的未来规划中，园区还
要积极申报争取新乡智慧灌溉研究院、智
慧灌溉装备中试基地、智慧农业大数据中
心等各类创新平台落户园区，引进农业科
学与农业水科学等相关上下游企业，打造
高端智慧灌溉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③4

让智慧灌溉走向广阔田野

近日，正阳县北
部片区综合开发项
目工地，工人们在工
地上挥汗奋战。该
项目重点对老城区
基 础 设 施 进 行 改
造。⑨3 高万宝 摄

□蔡洪峰

4月 12日，省委主要领导莅临濮
阳调研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平台建
设、城市规划等工作，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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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濮阳华
龙区深入贯彻省委重要指示精神，突
破惯性思维，打破路径依赖，聚焦优
势产业，培育发展新硬核，抢占产业
发展新赛道，在全面建设现代化河南
中争当排头兵、敢做先行者。

前瞻布局做大“氢产业”，加速
未来产业直道冲刺。以郑汴洛濮

“氢能走廊”建设为契机，大力推进
氢能产业发展，加快“从 0 到 1”突
破，实现跨越发展、换道领跑。树牢

“项目为王”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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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抓好

“双招双引”，紧盯世界 500 强、行业
20强，招引更多的关联企业入驻；立
足全国、面向全球，积极延揽高端人
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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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建设加
氢产业，在市政车辆、物流车辆、工
业搬运车辆和发电、储能、通信基站
等方面，加快打造氢燃料电池应用
场景，把氢能产业做大做强，打造国
际领先的氢能源基地。

抢滩占先做优“区中园”，加速新
兴产业换道领跑。深入实施数字化
转型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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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大数
据+人工智能”，加强与嵩山实验室、

浙大数理学院等创新平台合作，做优
做强“一库、一院、一园、一中心”平
台，让更多的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
走进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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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动远程会诊、人
机会诊等远程诊疗系统应用，在前期
华龙区部分医院试点的基础上，逐步
扩大至所有医院全覆盖，切实将这项
技术推广成为惠民工程。聚焦“5G+
机器人”应用，从基础架构做起，迅速
孵化、培育和聚集一批技术领先、市
场前景广阔的制造及服务企业，推动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设备集群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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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位嫁接建强“云平台”，加速传
统产业弯道超车。深入实施换道领
跑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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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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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 116家
能源装备制造企业“上云用云”，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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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装备产业研究院等创新平
台，全力实施好总投资 40.49 亿元的
35个“四化改造”项目，引导博瑞特、
兴泰机械等企业突破一批“卡脖子”

“杀手锏”技术，打破国外产品垄断，
推动产品迈向高精尖、提高附加值。
全力支持天地人、锐驰高科、东方龙
等链主企业建网用网，带动上下游企
业用数赋智，一体构建“服务+制造”
模式，打造产业集群、形成产业生态，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能源装备制
造基地。

抢占发展新赛道全力助推现代化河南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