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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一粒玉米“吃干榨净”，助力全市农产品加工产业“巨无霸”持续壮大；瞄准

重大工程设施开展病害诊治，“院士经济”带动传统防水产业转型升级；跨越万水千

山，青海“绿电”经由驻马店源源不断输入河南；发力医药产业新的千亿级产业集群，

“超级工厂”等重大项目乘势而起……近年来，驻马店以项目为抓手，锻强产业筋骨，

筑牢发展基石，以更加坚实的“稳”，更高速度的“进”，奋力谱写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新篇章。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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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电入豫“银线”飞架

“超级工厂”乘势而起

一粒玉米“点粮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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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晓东 祁道鹏

科室齐全、专家“云”集、云端会诊、
“120急诊”抢险抢修……

9月 13日，走进平舆坝道工程医院，新
颖特别的重大科研在建平台项目令人耳目
一新。与我们日常认知的医院不同，坝道
工程医院的“病号”不是人或动物，而是堤
坝、公路和隧道等城市重大基础设施，通过
分区域模拟建设高铁线路、城市地下管廊、
市政道路等多个1∶1足尺试验场，为诸多土
木工程领域课题提供科研实体平台。

近年来，我国工程基础设施发展迅速，
规模巨大，养护修复任务日益繁重，安全保
障与可持续运维面临技术、人才及体制机制
等诸多挑战。针对工程基础设施“健康
检测、病害诊断、修复加固、应急抢
险”的迫切需求，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复明提出“工程医院”理念，“工
程医院”以固坝修道为使命，
故取名“坝道”，英文名字为

“BeSTDR”，意 为“ 工 程 医
院”融合现代信息技术，
汇聚土建、水利、交通等
相关行业及学科的
国内外高端专家。

作 为“ 中 国
建设工程防水之

乡”，平舆县常年拥有25万“防水大军”和遍
布国内的防水施工企业，同时，一些防水企
业产业层次低，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发能力
不强等问题也尤为突出。为助推传统产业
优势再造和迭代升级，在王复明院士的倡导
推动下，中山大学河南研究院和平舆县政府
于2017年3月合作建设平舆坝道工程医院。

作为集聚创新要素的平舆坝道工程医
院，如今已建有郑州总院、南方总部、北京总
部和60多家分院，覆盖全国23个省（区、市）
130多个行业单位，逐步形成“跨地区、跨行
业、网络化”的“工程医院体系”，同时吸引蓝
翎环科、驼峰防水等30家知名防水企业成功

回迁。今年4月份，黄河实验室坝
道工程医院（平舆县）中试基地和河
南省地下工程中试基地同时挂牌，
正式纳入省实验室研究体系，成为
黄河实验室的重要支撑力量。

“‘工程医院’是新理念、新模
式和新业态，要借此打破行业与学
科壁垒，打破国内外高校和企业围
墙，积极搭建服务社会需求、支撑
科技创新、培育新型产业、助力人
才培养的‘产科教融合’开放共享
平台。”王复明表示。③4

□本报记者 杨晓东 祁道鹏

一粒金灿灿的玉米，经过精
深加工，可以创造多少种“明星产
品”？

“总共可生产提取19种，如葡
萄糖、麦芽糖醇、维生素B12、赖氨
酸等，能将一粒玉米‘吃干榨净’，
可谓‘点粮成金’。”9月 13日，在
驻马店经济开发区，河南金玉锋
大健康生物产业园内，产业园项
目负责人赵建强带领同事，正对
即将投产的生产线做最后调试。

作为中国（驻马店）国际农产
品加工产业园批复后首个入驻的
全产业链大型工业项目，金玉锋大
健康生物产业园项目由农业产业
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河北玉
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兴建，整

个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加工转化玉
米600万吨，可年产160万吨玉米
淀粉、10万吨玉米油、15万吨蛋白
粉、80万吨果葡糖浆、20万吨葡萄
糖、50万吨赖氨酸、7000吨色氨酸
等玉米深加工产品，项目全部投产
后，年产值可达180亿元。

“项目选址驻马店，源于这里
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以及一流的
营商环境，从开工投建到基本落成
仅用时一年多时间，政府无微不至
的贴心服务，我们时时刻刻都能感
受到。”赵建强说，作为集团在中部
地区的重点投资项目，投产后不仅
可有效带动方圆 300公里的玉米
深加工，还将充分拉动当地养殖、
医药、食品加工等上下游产业发
展，有力推动河南由玉米生产大省
向玉米加工强省转变。

从“粮头”到“食尾”，从“农
头”到“工尾”，聚焦一粒玉米深耕
细作，金玉锋大健康生物产业园
项目是驻马店“枝繁叶茂”农产品
加工产业的一个生动缩影。

多年来，作为传统农业大市，
驻马店在扛稳粮食安全的前提
下，坚持“三链同构”不断完善打
造现代农业体系，以农业“接二连
三”走出一条特色化、工业化发展
道路。如今，全市农产品加工企
业达1860多家，年产值超2200亿
元，五得利、今麦郎、克明面业、思
念食品等国内外86家知名企业相
继入驻，在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
资贸易洽谈会和中国（驻马店）国
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的“双擎驱
动”下，驻马店正朝着打造“国际
农都”的目标阔步前行。③4

□本报记者 杨晓东 祁道鹏

一条“银线”，飞架东西，途经青海、甘
肃、陕西、河南4省，跨越1563公里，进入驻
马店市上蔡县的特高压豫南换流变电站，
为我省源源不断输送青海“绿电”。

9月 9日，驱车从上蔡县向东行驶约40
公里，便抵达青豫直流工程受端站——特高
压豫南换流变电站，“大国工程”呈现的画面
令人震撼：6个硕大的阀塔、720只核心元件
晶闸管昼夜不停地运转，将跨越千山万水传
输过来的直流电转换回交流电，并入华中电
网后，再把清洁电力送入千家万户。

“用‘青海之光’点亮‘中原之灯’。作
为世界首条 100%输送清洁能源的特高压
直流工程受端换流站，特高压豫南换流变
电站是±800千伏换流站和1000千伏变电
站合建的‘四同站’，自 2020年 12月 30日
投入运行以来，累计输豫电量达 260亿千
瓦时。”国网特高压豫南换流变电站站长常
东旭介绍，工程全面采用升级版特高压输
电技术，在豫南换流变电站成功安装国内
首台首套±800千伏国产化高端阀侧套管，

创新采用压缩泡沫 CAFS灭火系统，推广
5G+特高压应用，大大提升了驻马店市及
豫东南地区的能源安全保障能力。

鸟瞰中原，河南省交流输电骨干线路
形似一个行走的“巨人”，而特高压豫南换
流变电站恰好处于“巨人”的“膝盖”位置，
是将豫东南地区“接入”全省输电网络的重
要节点，对于完善全省电网布局、推动河南
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常东旭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青豫直
流工程，按照满负荷运行每年 400亿千瓦
时的设计输电量，约占目前河南省年用电
量的1/8。从生态效益衡量，相当于替代河
南原煤 1800万吨，减排烟尘 1.4万吨、二氧
化硫 9万吨、氮氧化物 9.4 万吨、二氧化碳
2960万吨。

“一线连青豫，闪亮新能源。青豫直流
工程是落实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有力体
现，对驻马店及整个河南电力供应意义非
同寻常！作为这项“大国工程”的重要枢纽
节点工作人员，我们将立足岗位认真履职
尽责，为建设现代化河南提供坚实的能源
支撑。”常东旭表示。③4

固坝修道“问诊”疑难

图① 位于高新区的天方药业新厂区。⑨４ 弓华静 摄

图② 豫南换流变电站。⑨４ 侯攀科 摄

图③ 坝道工程医院正在加紧建设足尺试验场。⑨４ 弓华静 摄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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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龙头项目龙头项目筑牢根基筑牢根基

□本报记者 杨晓东 祁道鹏

9 月 9 日，初秋时节，在驻马
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投资
50 亿元的原料药“超级工厂”项
目正如火如荼进行，现场塔吊林
立，机声隆隆，工人们争分夺秒赶
进度，处处是“大干快上”的火热
场景。

“作为‘中国药谷’建设的主阵
地，未来，这里将吸引、集聚一大批
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绿色环保
的原料药研发型企业，形成集研
发、生产、物流于一体的原料药产
业集聚区。”在“超级工厂”项目建
设处，相关负责人田东洋说道。

紧跟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
署，抢抓全球医药健康产业迅猛增
长的重大机遇，主动融入健康中国

战略布局，去年 11 月，驻马店市
委、市政府谋定而动，立足原有医
药产业优势，大力推动农产品加
工、畜牧产业和生物医药“三位一
体”创新发展，提出要奋力打造“中
国药谷”，加快建设中国医药创新
基地，推动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向千
亿级迈进。

去年以来，聚焦“中国药谷”
建设，驻马店市与中国通用技术集
团、美国通用医疗集团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高标准编制“中国药谷”产
业发展规划，生物医药、医疗器械、
康复器具等产业园同步开工建设，
中部最大的 5G智慧医疗“流动医
院”装备制造产业园等一批重大项
目相继落地布局。目前，“中国药
谷”建成投产项目15个、开工项目
31个，总投资 315.8 亿元；签约项

目 14个、总投资 93.56亿元，正在
洽谈项目17个。

田东洋介绍，作为“中国药
谷”代表性平台建设项目，“超级
工厂”按照“政府支持、团队控股、
专业运作”思路，以“1+N”模式建
设，即“1系列共享配套设施+N个
标准化生产车间”，集中建设共享
中试平台、分析检测中心、蒸汽和
电力供应、污水处理等配套设施，
建成后能满足各类型医药中间体
及原料药生产要求的各类标准化
车间，引进的研发企业可根据自
身需求量身定制标准生产车间进
行生产研发。

“目前，我们已经与南京、苏州
等地的20多家国内知名药企签订
入驻意向，一期项目预计明年年底
投入使用。”田东洋表示。③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