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拔培育一批

● 医疗卫生领域中原学者 ● 50名中原名医
● 10名杰出青年科技人才 ● 10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到2025年，我省要实现医学领域本土院士“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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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科技推广员顶呱呱

□本报记者 李倩

“十四五”期间，有1所医疗机构科
技量值排名进入全国前 10、实现医学
领域本土院士“零”的突破、培育2个国
家医学中心、省域患者外转率控制在
5%以内……

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
快医学科技创新全面提升卫生健康服
务能力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画出了我省医学科技领域发展路
线图。到“十四五”末，我省将以科技创
新为引领，大幅增强医学科技创新能
力，全面提升卫生健康服务能力，更好
保障全省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塑平台 推动重建省医
学科学院

医学科技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
关键要素，《意见》指出，我省将从创建
国家创新平台、建立医学科技创新服
务和转化平台、重建省医学科学院、建

设省预防医学科学院等方面，重塑医
学科技创新发展新平台。

其中，在重建省医学科学院方面，将
重新组建融医疗、科研、教学为一体的省
医学科学院，建立临床医学学科联盟，统
筹全省医学领域科技创新资源，构建完整
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提升医学科技研
发、人才培养、成果转化和服务社会能力。

育人才 实现医学领域
本土院士“零”的突破

人才是创新活力的源泉。我省将
创新人才政策机制，着力培育医学领
域各类人才，不断激发医学科技创新
人才新活力。

加强医学领军人才培育。到2025
年，我省要实现医学领域本土院士“零”
的突破，选拔培育一批医疗卫生领域中
原学者、50名中原名医、10名杰出青年
科技人才、10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同时，要加大医学骨干人才培养
力度和加强中医药人才培育，培养医
学技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 10000 名，
培育中医药学科领军人才 20名、拔尖
人才 100 名、青苗人才 1000 名，建设
高端中医医学创新团队。

聚高地 培育两大国家
医学中心

“十四五”末，我省将创建两大国

家医学中心，打造优质医疗资源聚焦
新高地。依托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创建国家医学中心、依托河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建国家中医
医学中心，形成我省医学科技创新高
峰。

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方面，
《意见》指出，将建成心血管、儿童、神
经疾病、中医（肿瘤）、呼吸、肿瘤、中医
（脑病）、中医（骨伤）等8个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将其打造成为国内一流、辐射
中部地区的高水平临床诊疗中心、人
才培养基地、科研创新平台。引平台、
引人才、引技术、引管理，积极拓展妇
产、眼科、精神、创伤等重点领域，推动
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
形成我省优质医疗高地。

《意见》还从构建县域分级诊疗新
格局、应对公共卫生安全和重大疾病
防治新挑战、发挥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新优势、拓展重点人群健康服务新
领域、探索全民健康信息化应用新途
径等领域提出具体建设目标。③4

□丁新科

乡 村 振 兴 ，产 业 先 行 。 地 方

特色产业，一头连着农民群众的

“钱袋子”，一头连着发展的动力

后劲。地方特色产业要实现长远

健康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强

力支撑。农技推广员将实用技术

以浅显语言传授给农民群众，使

其尽快掌握“致富密码”，在乡村

产业振兴中起着重要作用。胡军

娜 是 基 层 科 技 推 广 员 中 的 佼 佼

者。

作为漯河市渔业科技推广员，

胡军娜 20 多年来坚持服务乡村，

为民解忧，解决鱼塘病害，帮助养

殖户挽回大量损失；示范带动青虾

养殖，引导当地养殖业驶向“快车

道”；潜心技术创新，获得多项国家

发明专利，多项技术在全省推广使

用，并带出了一批新型农村渔业实

用人才。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基

层科技推广员对于地方产业发展、

技术进步的奉献与贡献，更由衷地

赞美科技推广员扎根基层、服务乡

村的精神。

把论文写在中原大地上，民生

赖之以兴，学问赖之以成，人才赖

之以强。胡军娜的故事告诉我们，

投身火热基层实践，在经济和民生

需求中体现价值，广大科技工作者

大有可为也大有作为。2

“十四五”期间，下大力气提升医学科技创新“含金量”

河南要创建两大国家医学中心

近日，辉县市委书记刘军伟对辉
县市人民检察院上报的《辉县市院“三
个聚焦”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作出批
示，对该院服务和保障社会发展大局，
在党建工作方面作出的积极探索和实
践给予充分肯定。今年以来，辉县市
检察院坚持靶向发力，通过党建引领，
让党建工作活起来，推动党建赋能检
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聚焦党的政治建设，引领高质量
发展方向。检察机关的第一属性是
政治机关，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机关
党建工作的首要任务。该院坚持领
导带学、支部研学、个人自学、机关评
学、实践验学、观摩教学，“六学联动”
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切实把党

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贯穿到检察
工作的各环节、全过程，围绕党的核
心理论学习开展研讨 5次，重大部署、
重要任务、重点案件及时向党委汇
报，对中央信访联席办交办任务向市
县两级党委和省市院进行了专题汇
报。清醒认识当前县域经济社会发
展的新常态、新目标、新形势，坚持

“党委工作部署到哪里，检察工作就
跟进到哪里”，重点围绕常态化开展
扫黑除恶、乡村振兴、疫情防控、护航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等工作，全力做好
防风险、护民生、保稳定、促发展各项
任务，办理为民实事 30余件。如该院
能动履职，通过公开听证送达检察建
议，着力开展“国土国财”领域专项检

察，破解耕地占用税征收难问题，避
免税款流失。牢记检察活动皆有政
治，自觉亮明身份，党员佩戴党徽，出
席公务活动着检察制服、佩戴检徽，
从“凡事讲政治”的高度，在内涵提升
上，不断提高政治“三力”。

聚焦党建统领治理，夯实高质量
发展根基。该院牢固树立“抓党建是
本职”的思想认识，结合“五星”支部
创建，通过定月度主题、定活动时间、
定规范流程，认真开展“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我们的节日”“支部党
建+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研讨”等组织
生活 20余次，并通过每月一检查、每
季一通报来督导、检验活动的效果与
实施，开展督查 6次，纠正问题 10项，

支部堡垒明显增强，组织力显著得到
提升。紧盯“争先进、创一流”目标和
季度工作情况，开展“大学习、大讨
论、大提升”“工作思路、目标、措施修
订”“业务数据分析研讨”等活动，在
保障大局中讲服务、讲服从，在检察
业务提升中讲数据、讲方法，在检察
队伍建设中讲团结、讲保障，切实提
高干警队伍的凝聚力。发扬“说了
算，定了干，再大困难也不变”的辉县
人干事的秉性，深挖身边典型，向当
地市委市政府、上级院推荐身边典型
10 余人，开展“每月一星、每季一模
范”评比活动推出身边典型 2人，向省
检察院推荐并采纳刑事、行政、公益
诉讼检察典型案例 3件，积极营造“比

学争赶超”工作氛围。
聚焦作风纪律建设，筑牢高质量

发展红线。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满意
是否，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尺就是看作
风纪律强不强。该院创新监督方式，
与派驻纪检监察组建立会商机制，就
检察机关全面管党治检和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和会商，形成知
责、履责、督责、述责、问责工作闭环，

“五责协同”一体推进“三不”。加强内
部防控，结合“能力作风建设年”“质量
建设年”“作风纪律大整顿”等活动，制
定《辉县市人民检察院深入推进岗位
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实施细则》《廉政监
督权力告知书》《廉政风险防控重点案
件排查表》，通过全面排查、定期检查、

随时抽查、电话访查等方式相结合，已
对 26件不捕、不诉案件进行了廉政监
督、电话回访 11 次，“防己病”“治未
病”，杜绝通过办案进行“利益勾兑”。
强化规范司法，围绕转变司法理念、强
化源头分流、突出机制引领、把牢尺度
标准、防范廉政风险等五大方面，通过
强化提前介入、采用民事赔偿保证金
制度、进行风险评估、做实廉政防控等
措施，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落实“少
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规范司法
行为，实现了不起诉案件数量上升，被
告人判轻刑率下降，不起诉案件申诉
率为零，不起诉复议复核率为零的良
好局面，在全省案管工作会上作了典
型发言。 （裴晓霞 孙肖）

辉县市人民检察院：党建引领 让检察工作“活”起来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多亏了你
们贴心的供电服务，才使得我家的玉
米年年获得大丰收！”“不用客气，您以
后再遇到用电问题了，随时给我们打
电话。”近日，国网新密市供电公司大
隗供电所副所长张光辉带领焦裕禄共
产党员服务队队员先后来到大隗镇香
坊庄村和侯庄村的田间地头，为农户
讲解安全用电、节约用电知识、电价电
费政策和“网上国网”APP 的使用方
法，并帮助他们检查农业机井、抽水设
备的运行情况，排查用电安全隐患，保
障抗旱浇地用电可靠供应，确保秋粮
增产丰收。

8月以来，气温居高不下，艳阳天
进入“超长待机模式”，导致新密地区
农作物种植区域持续干旱，抽水灌溉
也随之进入了高峰期。为深入贯彻落
实全省抗旱保秋工作部署，确保供区
抗旱用电可靠供应，国网新密市供电
公司积极作为，主动配合新密市委、市

政府打通抗旱保电“最后一公里”，多
措并举保障秋粮生产可靠用电，助力
全年粮食增产增收。

一是压实抗旱保供责任。该公司
主要领导在第一时间组织召开专项会
议，成立专项领导小组，积极部署抗旱
保电工作，并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
机井领导包保责任制，统筹安排，细化
措施，落实好秋粮生产抗旱保墒保供
电责任。二是做好机井台区负荷监测
工作。充分运用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等
信息化手段，持续对供区 502个机井
台区的电压、电量进行在线监测，分析
负荷变化趋势，并根据负荷预测，合理
安排电网运行方式，精准保障 7.48万
亩地的灌溉用电需求。三是深入开展
走访服务。组织焦裕禄共产党员服务
队队员兵分多路，深入田间地头，走访
服务农户，向他们讲解安全用电、节约
用电知识，检查机井运行情况，并为农
业用电报装申请开辟绿色通道，做到

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助力农户战胜
“秋老虎”，全力确保秋收。四是全面
排查农业供电线路台区。电力“红马
甲”们穿梭田间地头，对农业种植区域
的供电线路、机井台区进行全面巡检，
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制定方案进行整
改，并对隐患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督查，
确保隐患能及时整改，把一切故障消
除在萌芽状态。

截至目前，国网新密市供电公司
共出动走访服务人员 892人次，发放
供电服务宣传页1463份；出动巡检人
员 1254 人次，成功处理隐患缺陷 5
处。接下来，该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国网郑州供电
公司及新密市委、市政府关于扎实做
好抗旱保电工作的相关要求，加大对
农业供电设施的巡检维护力度，加强
安全隐患消缺，全力以赴做好秋收期
间的保供电工作，保障新密地区农业
种植获得大丰收。 （郭远辉）

国网新密市供电公司：全力以赴保供电 协力抗旱保秋收
日前，在巩义康店镇马屿沟村黄河滩区田间地头，国

网巩义市供电公司焦裕禄共产党员服务队逐一巡视清理
抽水线路，加强输电线路和用电设备的特巡特护，掌握各
抽水点的配电负荷装载情况。

立秋以来，巩义地区持续高温，目前正值农作物生长
的关键时期，用水量大，灌溉工作迫在眉睫。该公司密切
关注天气变化，第一时间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主动靠前服
务，多措并举服务农户安全用电，帮助农户解决灌溉用电
难题，助力农户增产增收。

主动为浇灌的农户们检查用电设备，针对部分不能正
确运作的抽水表计漏电保护器进行更换。结合红色网格开
展优质服务工作，动态掌握农户们的用电信息，全方位满足
用电需求。为用户发放连心卡，并在微信群发布安全用电温
馨提示，积极解答用电问题。主动了解用电需求，为客户开
辟绿色通道，简化程序以最快速度响应报装和复电需求，最
大限度方便农户，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稳产丰收。

国网巩义市供电公司将牢固树立“一滴水就是一粒
粮”的意识，持续做好抗旱保电工作，加大灌溉用电设备
隐患排查力度，对不能满足灌溉需求的线路进行整改，真
正把电力送到田间地头，把服务送到农户心头，以最优的
电力服务助力颗粒归仓。 （何立博）

“报警感应提醒器”自动报警防止人员误入施工围栏……
8月 22日，一项项科技成果的应用让郑州祥和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郑州祥和集团”）220千伏徐庄变电站施
工现场充满了“科技感”。

郑州祥和集团一直重视科技创新工作，特别是今年
以来，该公司围绕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十大战
略”重点任务，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成立科技创新中心，大
大提升了核心竞争力。

聚焦提升施工安全保障水平和作业效率，郑州祥和
集团今年开展了科技“三个十”行动计划，即年内引进安
全新技术 10项、新装备 10台、先进安全工器具 10件，全
面提升科技化、机械化施工水平；加强信息化设备应用，
不断提升管理效率；深入实施“新跨越行动计划”，健全激
励制度，鼓励员工立足岗位开展创新发明，推动科技成果
转化，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常态化开展“三实”培训，
积极培养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技能骨干人才。

科技创新有力赋能企业发展。今年以来，该公司在
郑州电网首次应用可视化智能牵张放线工法，提升了电
网跨越作业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水平。“智慧工地管理平
台”等多项自主研发科技成果获得国家授权专利，两名员
工入选全省电网重点科技攻关团队。 （代小龙 李萌）

国网巩义市供电公司：抗旱保电 把电力送到田间地头 郑州祥和集团：以科创赋能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本报记者 卢松 本报通讯员 张晓甫

“再有一个多月，这些虾就能错峰
上市，每个水箱能产 100多斤，每斤利
润在15元左右。”8月 26日，站在10多
平方米的水箱前，漯河市源汇区问十
乡曹店村水产养殖户王梨强用网兜捞
起水中的青虾，仔细察看长势，“这个
水箱养殖的方法是胡技术员给俺想的
主意，真是帮大忙了。”

王梨强口中的胡技术员，是源汇
区水产技术推广站渔业科技推广员胡
军娜。养殖过程中遇到难题，养殖户
只要打个电话，她就以最快速度赶到
现场解决。“她是我们水产养殖户的

‘守护神’，教我们的养殖技术好学还
管用。”王梨强感激地说。

2010年前，源汇区一半以上的鱼
塘被抛荒弃养，作为水产技术推广员
的胡军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跑遍
国内主要水产市场和精养基地，发现
青虾、大口黑鲈等水产品市场行情较
好，便选择蹲点曹店村，自费 3万多元
建设一栋水产温室大棚，推广青虾等
养殖技术。

刚开始的一个多月，为观察虾苗
生长发育情况，胡军娜带着3岁多的女
儿住在池塘边。那段时间，她没睡过
一个安稳觉，有几次正吃饭时打瞌睡，

将碗掉在了地上。
“我是因为喜欢和热爱，才有了潜

心研究的动力。”回忆起科研的艰辛，
胡军娜淡然一笑，“看到养殖户们脱贫
致富，比我自己富裕了都开心。”

“感谢胡技术员给我们指明了一
条致富路。”曹店村水产养殖户曹四兴
介绍，以前他们养殖草鱼、鲤鱼，既辛
苦利润还低，后来胡军娜手把手教他
们养殖鲈鱼、青虾等技术，仅仅一年就
成了当时村里的富裕户。

去年开春升温后，曹四兴和村里不
少养殖户的池塘暴发鱼病。胡军娜火
急火燎地赶到养殖场，来不及喘口气，
便开始检测水质、鱼体采样……接下来
的 7天，胡军娜更是蹲守在鱼塘边上，
指导养殖户科学用药。等问题解决了，
胡军娜的眼里布满血丝，嗓子也哑了。

像这样在鱼塘边的蹲守，对整日
奔波在乡间的胡军娜来说，早已是家
常便饭。胡军娜的付出，得到了水产
养殖户的交口称赞。她先后获得河南
省优秀专家等荣誉，2020年 11月被农
业农村部表彰为全国“最美渔技员”，
2022年第二季度入选“中国好人榜”。

“最让我感到自豪的是，这些年带
出了一批乡土新型农村渔业实用人才，
他们又示范带动更多农户通过养殖走
上了致富路。”胡军娜开心地说。③9

蹲守鱼塘的“最美渔技员”
短评

（上接第一版）
今年以来，洛阳徐阳墓地清理出6

匹马3辆车，摆放形式罕见；新乡发现
战国至汉代大型院落遗存，对研究汉代
河内郡历史沿革具有重要意义；郑韩故
城首次发现战国脱碳窑，使我国球墨铸
铁历史向前推进了200年……河南考
古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就新突破，
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
海旺说，何时、何地、如何、为何，这是
贯穿探源工程研究的关键词。不仅
要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过
程，还要研究其特质和形态，追问为
什么这样发展。

由此，多学科联合攻关的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揭示了大量生动的文明
细节。6月 25日在禹州举行的“2022
夏文化论坛”上，考古工作者揭秘了

“夏代人的生活”——
瓦店遗址在龙山时代气候温暖

湿润，处于亚热带与暖温带生态过渡
地区；

对郾城郝家台、淮阳平粮台、焦
作府城、叶县余庄等多个遗址出土的
人骨分析表明，相较于男性，女性饮
食中的碳水化合物占较大比重，多数
未成年人及哺乳期女性的饮食中可
能长期缺乏肉食；

龙山至二里头时期，农业生产以
粟黍为主，并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粟稷
稻麦豆“五谷”的传统格局已经形成；

……
探源工程的不断推进，重现了气

象万千的历史图景，中华早期文明变
得可感可触。

述说“何以中国”精彩故事

正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的“宅兹中
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自7

月29日开展以来火爆异常。
“这个展览充分体现了中原是中

国之源、中国之中、中国之本，回答和
展示了‘何以中国’的命题。”河南省
文物局局长田凯说。

文物和文化遗产是 5000多年灿
烂文明的实证，是解读“何以中国”的
重要密码，是文化创新的宝藏。

守护根脉，方能以古鉴今。目
前，全省有不可移动文物 65519 处，
数量居全国第 2 位；有可移动文物
1773620件（套），世界文化遗产5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20处，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1521处。

当前，河南以实施文旅文创融合
战略为统领，塑造“行走河南·读懂中
国”品牌，坚持创意驱动、科技赋能，让
一处处遗迹、一座座博物馆、一件件文
物，变成“具象化”“可感知”“读得懂”
的历史场景，让人们真切触摸华夏文
明根脉，感知厚重中原文化底蕴。

加快建设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探
源地、实证地和体验地。以历史断代、
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为脉络，推出文明
起源、国家起源等16条文化主题线路，
行走其中可感受穿越时空的文化力量。

擦亮“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
牌，一批重大文化标识性项目相继落
地。中国仰韶文化博物馆、黄河国家
博物馆等项目快马加鞭建设中。

布局元宇宙，打造更多高品质、沉
浸式体验的文创产品。今年相继开放
的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隋唐大运河
文化博物馆等迅速成为“网红打卡
地”；河南博物院建立“虚拟公社”，让
文物蕴含的意义得到更广泛展示……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它不再仅仅是史书中泛黄的记忆，而
是穿越时空融入华夏儿女的血脉之
中。在这丰沃的土壤中，未来，中原
文化必将更加出彩、更加辉煌。③6

文明探源稽古揆今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日报
社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元宇宙”里
的苏东坡如何助力乡村振兴？8 月
25 日，在苏轼安息地——郏县三苏
园，纪念苏东坡逝世 921 年暨“守护
苏东坡”云村民启动仪式举行。

活动旨在吸引东坡文化爱好者
成为郏县茨芭镇苏坟寺村“云村民”，
加强原住村民与云村民交往，共同保
护东坡文化。

公元 1101年，苏轼病逝于常州，
葬于苏坟寺村。900多年来，三苏文
化、东坡文化在这里传承、兴盛。

如何用先进技术赋能优秀文化？
“守护苏东坡”云村民活动即利用区块
链、“元宇宙”等新技术，以数字藏品、
云村民等新媒介为桥梁，推动东坡文
化与乡村振兴融合、数字经济与乡村
实体经济结合，助力乡村振兴。

启动仪式上发布的三款“守护苏
东坡”数字藏品，相当于“电子村民
证”，以东坡精神为链接点，让东坡文
化爱好者团结在一起，加入“云村民”
之家。数字藏品强调公益属性，通过
线上平台公开限量发行，收益归苏坟
寺村集体合作社。

活动发起后，诸多专家学者和东
坡文化爱好者竞相成为荣誉“云村
民”，为村庄发展出谋划策。未来，村
里还将结合东坡文化和当地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成立村集体文创工坊，以特
色文创为抓手，促进村级产业发展。

据介绍，数字村民“云”连接，不
仅有利于弘扬东坡文化、传承东坡精
神，而且也将为乡村引资、引智、引市
场，实现资源要素在农村和城市双向
流动，增强城乡互动，推动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③7

“守护苏东坡”云村民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