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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招才引智谋发展中原招才引智谋发展

广聚天下英才，助力中原出彩。9月24日，第五

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将在郑州举行。

引才无止境，才聚事业兴。为大力宣传我省招才引智的创

新举措，全面展示我省人才工作成果，展现我省在人才服务体

系建设方面的工作成效，即日起，本报推出“中原招才引智谋发

展”系列报道，回顾过往，关注当下，寄望未来，助力本届招才引

智创新发展大会圆满召开。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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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剑奇

怀孕期间腹部隆起，没有合身的
衣服可穿，松松垮垮的睡衣又不够漂
亮，这是许多准妈妈的烦心事。做一
件好看又舒适的孕妇装，让准妈妈们
以最美的状态迎接新生，是郑州市台
协副会长、快乐屋（郑州）服饰有限公
司董事长万受菊的心愿。

9月 13 日，记者来到位于郑州高
新区的这家企业，只见展区里悬挂的
一排排女装时尚亮丽，颜色以蓝、绿、
粉为主，花纹别致，款式齐全。“这些都
是孕妇装，我们的设计与时装设计接
轨，从背后完全看不出穿着者是孕
妇。”万受菊介绍，A 字版型的裁剪使
衣服上身显瘦，腰围可调节的系带能
满足不同孕期的需要，面料不断升级
保证质地柔软、亲肤透气。专注小众

市场，“快乐屋”从中原出发，迅速打响
国内知名度，年销量在全国孕妇装市
场稳居前两位，获评“中国驰名商标”，
还在北京、上海、重庆、江苏等地开设
了直营店。

“快乐屋”品牌渗透着豫台融合发
展的基因。66岁的万受菊祖籍湖北，
出生在台湾新北。1989年，她和丈夫
来郑州探望定居于此的大哥。当时，
郑州高新区刚启动筹建不久，正大力
招商引资，推出“两免三减”政策，企业
两年不用缴税，三年减半缴税。在台
湾从事家居服贸易的万受菊看到郑州
的纺织基础和交通、人力资源优势，想
到父亲嘱咐她回大陆的遗愿，就成立
了郑州高新区第一家台资企业，从事
服装外贸。

创办“快乐屋”源于偶然。1996
年，万受菊怀了二女儿，却发现到处买

不到漂亮的孕妇装。她说：“大街上的
孕妇都是随便穿着老公的宽大衬衫，
既不合身也不舒适。我就想，我要做
一个孕妇装品牌，让孕妇美美的。”

起初，消费者接受度不高，她就推
出生育后免费将孕妇装改为时装的活
动；新品牌难闯市场，她就专注产品本
身，通过设计和质量博得客户认可。
她建立了产品研发中心，累计投入
2500 多万元，年开发新品达 2000 多
款。

在郑州创业 33年，万受菊亲眼见
证了这座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
次到高新区选址时，我和丈夫拿着一
张规划图，骑着自行车，颠簸了一路。
到了终点发现那里还是一片农田，没
有一条像样的路。”万受菊笑着回忆。

“这10年，郑州发展的脚步快得超
乎想象。现在每次开车行驶在高架路

上，看着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我们都要
感叹‘郑州可真好呀’。”万受菊说，河
南服装上下游产业日臻完善，纺织类
院校蓬勃发展，都为企业快速成长提
供了优良条件。

更让她欣慰的是，近年来，越来越
多台资企业和台湾青年来到河南。万
受菊主动担起促进两岸交流的使命，
多次陪同相关单位赴台招商推介，帮
助在豫台企和台湾学生解决困难。她
说，两岸人民血脉相连，河南早已是她
的第二故乡。

如今，她的两个女儿接过了推动
豫台交流的接力棒。30岁的大女儿席
嘉怡总是乐此不疲地向台湾朋友推介
河南。她告诉朋友，这里的人们热情
友善、踏实靠谱，这里充满发展机遇，
希望更多台湾青年在这片热土奋斗圆
梦。③8

□本报记者 王向前

0.8 千瓦时的电能做什么？能让
手机充满电 100 次左右，让家用普通
电视机开机大约 8小时。这个电量储
存到一款类人双足行走机器人里，却
能让机器人连续行走134公里。

这是个世界纪录！在郑州工作的
冷洁是创造这项纪录的参与者之一。

“没日没夜地泡在实验室，终于在技术
上取得了突破。”9月 18日，冷洁聊起
研发过程，自豪写在脸上。

30岁的冷洁出生于武汉，求学在上
海，2020年乘着河南招才引智的东风，
加盟中原动力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从
事机器人研发工作，并同时攻读上海理
工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

冷洁来到郑州发展，看中的是中
原动力的发展潜力。

2019年，中原动力在郑东新区中
原科技城挂牌，瞄准国际科技前沿，致
力成长为一家生于河南、长于河南的
以技术创新为原动力的新型科技企

业。“这支团队在河南属于机器人研发
的第一梯队，在国内与同行业相比有
不可小觑的实力。”冷洁和同事们的最
新科研成果——城市管养系列机器
人，已在郑州市区“上岗”，为“人工智
能+城市管养”增添了无穷想象。

引才聚才，最重要的是为人才搭

建发挥才能的平台，为人才提供实现
梦想的舞台。我省把创新驱动、科教
兴省、人才强省战略摆在“十大战略”
首位，致力于打造国家创新高地和全
国重要人才中心，聚焦人才培养、引
进、评价、待遇、使用等关键环节，深化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方位营造

“近悦远来”的人才生态。
引才方式方法上，我省通过编制

急需紧缺人才需求目录，绘制高端人
才分布地图，采取“项目+平台+人才”
模式，注重“以才引才、以情引才、以侨
引才”，对一流创新人才和团队，实施
更具吸引力和含金量的引进培养政
策，给予一次性奖励补贴和持续的科
研经费支持。同时，完善柔性引才引
智机制，敢于打破区域限制、身份限
制，努力吸引各类人才为我所用。

“河南的人才政策非常贴心，连吃
住问题都解决了，没有后顾之忧，我可
以一心扑在研发工作上。”目前，冷洁
已在郑州结婚安家，用她的话说，自己
在这里实现了“事业有着落、感情有结
果、爱情有结晶”。

揽才“有勇有谋”，人才自然来。
2018年以来，我省已连续举办四届中
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累计
签约各类人才20万余人，其中硕士、博
士以及副高以上职称人才 9.4万人，落
地人才合作项目2289个。③6

快乐屋：孕育美丽迎新生
——“台企在豫这十年”系列报道之三

人才“磁力场”引来八方才俊

稳住经济大盘 持续大干快干

今年全省公路水路投资目标调增至1500亿元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日报
社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9月 20日，河
南省“党的创新理论宣讲”主题宣传
教育实践活动理论宣讲大赛（故事
类）决赛在洛阳举行。本次大赛由省
委宣传部主办，洛阳市委宣传部承
办。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讲
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讲
好中国故事，按照我省“新时代 新征
程 争出彩”十大主题宣传教育实践
活动安排，从今年 3月份起，省委宣
传部在全省广泛开展“党的创新理论
宣讲”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经过
层层选拔，来自全省各地的 15名优
秀选手过关斩将，进入决赛。

参赛选手们选择小切口、小场
景、小人物，满怀激情地讲述了一个
个激励人、感染人的故事，阐述了党
的创新理论、国家的发展成就，生动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
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经过激烈角逐，比赛决出一等奖
2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8项。

据悉，本次决赛作品均结合了当
下的火热实践、先进典型、生动事例，
运用不同形式，从不同视角，宣讲对
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
赤诚、对信仰的坚定，宣传国家、我省
近年来的成就，生动解读形势政策，
抒发了爱党爱国情怀和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的壮志豪情。③8

河南省“党的创新理论宣讲”主题宣传教育
实践活动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在洛阳举行

本报讯（记者 金京艺）9 月 20
日，由省社科联主办的 2022年（第十
一届）河南社会科学学术年会在郑州
开幕。

本届学术年会以“喜迎党的二十
大 奏响河南哲学社会科学最强音”
为主题。来自省级学会（协会、研究
会）、高校社科联、省社科联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代表参加了开
幕式。本届学术年会主会场会期为1
天，包括开幕式、主论坛和三个分论
坛。自 9月 21 日至 9月 30 日，将围
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
创新”“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研
究”“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打造数字
经济发展新高地”“实施绿色低碳转

型战略，开启生态强省建设新征程”
等主题举办11场分会场学术活动。

河南社会科学学术年会创办于
2012年，始终坚持多学科、高层次、品
牌化、开放式的发展定位，在凝聚社科
智慧与力量、促进学术交流与创新、引
导广大社科理论工作者服务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累计
参与专家1000余人，受众数万人，年
会智力成果多次受到省领导批示，深
受广大社科工作者的关注和好评，有
着广泛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

开幕式上，还公布了 2022 年度
省社科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名单，并对郑州大学河南省碳中和
研究院等25家基地进行授牌。③9

原河南省邮电管理局局长赵
维同志因病医治无效，2022 年 9
月 1日在郑州逝世，享年93岁。

赵维同志1929年 11月出生于
河南新郑，1948年 11月参加革命，
1956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
年 7月至 1950年 2月，在二野军政
大学学习。1950年 3月至 1950年
9 月，进入西藏军区通信学校学
习。1950年 9月至1951年4月，在
十八军司令部通讯科担任机要员，
1951年4月至1954年 7月，在西藏
军 区 丁 青 军 分 区 担 任 机 务 员 。
1954年 8月至 1954年 12月，在西
藏 军 区 通 讯 处 担 任 技 师 工 作 。
1955年 1月至1957年 8月，在西藏
邮电管理局担任技术员。1957年9
月至1958年 10月在河南省邮电仓

库任技术员。1958年11月至1962
年 5月在河南省邮电器材厂担任车
间主任。1962年 6月至 1971年 8
月在省邮电局电信检查处任技术
员。1971年 9月至 1974年 8月在
省邮电局 703厂生产组任负责人。
1974年 9月至1978年 3月，在省邮
电局电信处任技术员。1978 年 3
月至 1983年 7月任省微波总站副
站长、站长。1983年8月至1986年
10 月任河南省邮电管理局局长。
1986年 11月退居二线，任正局级
巡视员。1988年 5月至 1993年 5
月任河南省政协常委、省政协常委
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省邮电编委副
主任，1993年 5月离职休养。2019
年 9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按
副省（部）长级标准报销医疗费。

赵维同志逝世

2022年（第十一届）
河南社会科学学术年会开幕

本报讯（记者 孔学姣）9月20日，
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为贯彻落
实河南省稳经济接续政策措施，该局
出台实施细则，加大简政放权、助企纾
困、降费减负工作力度，服务推动我省
稳住经济大盘和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在准入环节，我省大力推行“企
业开办+N项服务”，前期已纳入企业
设立登记、公章刻制、申领发票和税
控设备等事项。我省将进一步把住
房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等事项纳入企业开办“一网通办”
平台，释放更多改革红利。

对暂时经营困难的市场主体，我
省积极引导它们通过歇业备案暂停
生产经营并保留主体资格，待条件好
转后恢复经营。市场主体歇业期间
可以不再租用原登记的住所，以法律
文书送达地址代替。法律文书送达
地址可以包括市场主体的电子邮箱

等电子送达地址。
为切实助企纾困，帮助企业提质

增效，省市场监管局决定深入开展小
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
另外，按照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行政
事业性收费和保证金缓缴清单，对特
种设备检验检测费缓缴一个季度。

同时，我省严格贯彻“首次不罚”
“无主观故意不罚”等原则，实施“小
错免罚”包容审慎执法。加强平台经
济监管服务，探索线上监管服务新模
式、新举措。

为推进公平竞争监管执法，加快
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
系，我省开展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
设的政策措施清理工作，紧盯群众反
映强烈的焦点问题，重点查处供水、
供电、供热等公用行业垄断协议和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大力破除各种
类型的行政性垄断。③6

省市场监管局出台细则助企纾困

9月 13日，卢氏县横涧乡寺上村，满载货物的列车飞驰在浩吉铁路上，呼北高速上的货车来来往往，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浩吉铁路和呼北高速的开
通，极大地改善了当地交通条件。⑨6 聂金锋 摄

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 中原更出彩中原更出彩

本报讯（记者 樊霞 成利军）9月
19日，记者从济源示范区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获悉，今年1至 7月份，济源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的交易额首次突破
100亿元大关。

今年以来，济源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认真贯彻“项目为王”理念，积极探
索“红色党建+绿色交易”服务新路
子，对招投标程序的所有环节挖潜增
效，大胆创新，下大力气优化营商环
境。

“5月份率先在全省上线了全国
产化软硬件适配的电子交易平台，实
现了 100%‘不见面开标’；率先要求
依法必须招标的建设工程项目提前
30日向社会发布招标计划，进一步提
高了建设单位招标透明度，方便投标
人提前了解招标信息；率先取消了建

设工程服务类投标保证金。”该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张占利介绍，“从 7月
份起将电子投标保函费率降至全省
目前最低，对各个招投标领域的行业
部门取消了招标文件备案事项；所有
工程及政府采购招标项目均采用远
程异地评标，全流程电子化已为企业
节约标书印制、交通差旅等直接费用
约 800万元；为交易市场主体开通了
手机APP交易终端服务功能，可提供
全天候业务自助服务；放宽了潜在投
标人下载电子招标文件的时限，实现
了投标人无障碍下载。”

据了解，截至 7 月底，该交易中
心共完成进场交易项目 276个，交易
额 109.11 亿元，首次突破百亿元大
关，比去年同期增长610%，共节约资
金3.96亿元。③9

济源公共资源交易突破百亿元大关

本报讯（记者 宋敏）9 月 20 日上
午，渑淅高速西峡至淅川段项目施工
现场，重量为 2.1万吨的T构梁顺时针
转动67.5度，安全跨越宁西铁路和312
国道，在空中完成了“华丽转身”和精
准对接。

西淅高速跨宁西铁路立交桥是该
项目控制性工程之一，全长 140米、宽
25.7 米，主墩高 23米。“该 T构梁采用
挂篮悬浇、连续张拉千斤顶拉动牵引
索实现转体，大大减少了对既有运营
铁路和国道的影响，既降低了施工安
全风险，又保证了行车安全。”河南省
西淅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负责人介
绍。

抓住当前有利施工季节，锚定渑
淅高速西峡至淅川段、新晋高速等 14
个项目年内建成通车目标，全省各项

目建设单位集中优势资源力量，抓好
工序衔接，持续大干快干，确保实现年
内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800公里以
上，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
8000公里。

当天，省交通运输厅召开全省交

通重大项目集中攻坚行动推进会。记
者从会上了解到，为进一步发挥交通
投资稳经济促增长主力军作用，该厅
决定将 2022 年原定公路水路投资目
标 1213 亿元调增至 1500 亿元，将抢
抓当前至年底的关键时期，实施大干
一百天集中攻坚行动，推动交通重大
项目通车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批，
全力扩大交通有效投资，为全省稳住
经济大盘多作贡献。

据了解，截至 8月底，今年全省公
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已累计完成投资
1039 亿元，占年度目标 1500 亿元的
69.3%，项目投资保持强劲增长势头。

以“项目为王”为导向，抓进度保
通车，抓在建扩投资，抓前期促开工，
抓储备增动能。据悉，我省正持续推
进 107 国道、310 国道等重点项目建

设，今年计划新改建普通干线公路600
公里以上，新改建农村公路 7000 公
里；加快推进沙河漯河至平顶山航运
工程，确保年底前完工，实现沙颍河平
顶山至省界 273公里四级航道全线通
航；1682个交通灾后重建项目年底前
将全部完工，灾区公路水路整体通行
能力、服务品质恢复并超过灾前水平。

“加快交通重大项目建设，对有效
扩大内需、促进就业、拉动消费具有

‘压舱石’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
先导带动作用。”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
记、厅长徐强说，“十四五”以来，该厅
持续完善路网规划，创新推进机制，实
现了项目储备足、资金筹措好、保障措
施强，为全省交通重大项目大干快上
争取了先机、赢得了主动、做好了准
备。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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