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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中原 看三秋秋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10 月 8

日，省政府召开稳经济重要项目集中
攻坚行动专班动员会，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稳经济系
列决策部署，以专班机制为抓手，全
力加快重大项目建设，为冲刺四季
度，实现“全年红”提供坚实支撑。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孙守刚出
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开展稳经济
重要项目集中攻坚行动是非常之时采
取的非常之举，各专班要准确把握形
势，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以强有力
组织、超常规举措、高强度执行，上下
协同、挂图作战，全力开展集中攻坚，
确保各项工作落细落实落到位。

孙守刚强调，要明确目标，攻坚

行动方案明确的项目要全部纳入协
调机制推进范围，按照“一项目一清
单一台账”要求，明确任务分工，加强
交办督办，积极推动落实。要抓住重
点，加快推进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
具、“三个一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等项目的资金投放、要素保障、开工
建设等工作。要紧盯国家政策导向，
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加快前期工作办
理。要围绕在谋、在谈、在建、已报等
关键环节，推动在谋项目加快成熟、
前期项目加快落地、在建项目加快进
度、投产项目加快达效，努力形成更
多实物工作量，切实发挥投资拉动作
用，为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积
极贡献力量。③6

本报讯（记者 陈辉）近日，记者
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获悉，2022 中
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将
于11月 1日至3日举行。

本届活动由河南省政府、工业和
信息化部、中国工程院共同主办。活
动以“开放、合作、发展、共赢”为主题，
抢抓国家战略机遇，落实省“十四五”
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规划，统筹
推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抢滩占先新
兴产业、高位嫁接传统产业，推动资源
要素有序流动，引导产业合理有序转
移，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要素
链、制度链深度耦合，加快形成区域合
理分工、联动发展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本届活动紧紧围绕落实工业和

信息化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
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和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着重突出产
业领域的现代化、运作模式的专业
化、对接方式的多元化等三个特点。
根据工作方案，活动除了集体会见、
开幕式暨签约仪式、主旨演讲等集中
活动外，还将举办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创新发展对接、新能源汽车产销对
接、院士中原行、元宇宙技术创新和
产业发展专题对接、数据要素市场培
育专题对接、设计河南暨工业设计专
题对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与资本
市场对接、医疗器械行业对接等八场
专题活动。部分省辖市也将举办专
场对接活动。③4

□本报记者 李运海

稻花香里说丰年。10月8日，走进南阳市官庄工区官庄
镇的乡村，稻田里是饱满的稻穗，空气中都弥漫着浓浓的稻香。

镇长祁亚洲说：“这是去年和今年才由旱地改成的水
田。我们官庄镇是全省唯一整镇推进‘旱改水’的乡镇。”

其实，这一带原本就是水稻的传统种植区，20世纪 80
年代之前种植的都是水稻。但是，随着水的短缺，水田逐步
变成了旱地。到 90年代，水稻已经难觅踪迹，秋季种的基
本都是玉米。因为旱没水浇、涝没沟排，粮食产量并不高。

眼睁睁看着这些土地不能产生应有的效益，当地政府
挺着急。祁亚洲说：“镇里经过多次调研，听取当地群众的
意见，决定整镇推进‘旱改水’，改种水稻，重现稻花香里蛙
声一片的美丽、丰收景观，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

正巧，搞养殖的王磊想种水稻，找不到地。双方一拍即
合，共同推进“旱改水”。去年王磊流转土地 4000亩，并对
土地进行整治改造、修建水利设施，种植的水稻亩产超过
1100斤，获得大丰收。

尝到丰收的甜头后，今年王磊更进一步，又流转 1.7万
亩地种水稻。

别看王磊种地的时间不长，但窍门门儿清。他找到了
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南阳综合试验站站长、南阳市农科院
秋作物室研究员郭俊红。

这么大面积“旱改水”，郭俊红也没遇到过。
郭俊红和王磊一合计，种水稻还得讲科学，良种配良

法，才能高产又高效。
经过精心筛选，今年 6月，这 2万多亩田地里种上了 7

个水稻品种，而且都是香米。走进稻区，香味扑鼻。南阳市
农科院培育的宛粳 096是种植面积最大的粳稻品种，单个
品种种植了2000多亩。郭俊红说：“这个品种产量高，米质
优，生育期短。能够晚种早收，非常适宜当地麦稻轮作。”

种地还不忘科学试验。今年，王磊专门拿出2000亩地
搞绿色种植，发展绿色农业。这些水稻不上一点化肥，全部
使用牧原集团生产的有机肥。其中的 80亩稻田尤其得到

“宠爱”：有草了，人工拔，不用除草剂；有虫了，不打农药，用
小磨香油拌河沙进行生物杀虫。他说：“绿色、高效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
现在就要探索路径，以生产出更优质的大米。”

目前，官庄镇的水稻已收割4000多亩，稻谷平均亩产超过1300斤。祁
亚洲说，在今年严重高温干旱的情况下，水稻的产量比去年还高，望天田变
成高产田，充分说明“旱改水”的方向是正确的。鸭河口水库水质优良，为种
植优质水稻提供了好的水源。未来，官庄镇的5万亩耕地将全部“旱改水”，
并大力发展有机水稻，带动一方农民致富。

如今，种养结合、稻米加工、休闲观光农业都已经开始规划。未来，这里
不仅种水稻，还会卖有机米、卖小龙虾、卖“稻田风景”……③9

专班推进 上下协同
全力开展稳经济重要项目集中攻坚行动

2022中国（郑州）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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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鄢陵县在发展苗木产业种植时，积极调整种植结构，引导农民进行树
种与品种的合理布局，确保农民增收。图为鄢陵县柏梁镇中张坊村的多彩苗木种
植基地（10月8日摄）。⑨4 牛书培 摄

□本报记者 谭勇

这几天，上蔡县黄埠镇小王营绿
色生态甘薯种植基地的红薯成熟了。

为何称之为绿色生态？基地负责
人王留彦给出了答案：这里种植红薯

“五不用”，即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不
用除草剂、不用激素、不用转基因。

“红薯干子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
活。”小王营村自古就有种植红薯的传
统，曾经家家户户的生活离不开红
薯。战争年代及三年困难时期，面临
严峻粮食短缺危机，红薯替代主食，挽
救了无数老百姓的性命。

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进
步，粮食产量年年增长，人们的生活有
了保障，加上过去种植品种老化、产量
不高，小王营村红薯产业一直没有发
展起来。

“红薯浑身都是宝！”返乡创业的
王留彦看中了这一点，认为随着人们
养生保健意识的增强，红薯的价值一
定会被重新发掘。于是，他先后流转
了200多亩土地，采取“公司+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打造了小王
营绿色生态甘薯种植基地，并以红薯
为原料研发出多种产品。其中，红薯

叶红茶被资深茶艺师誉为茶界“新
秀”，红薯月饼被食品专家称为开创了
烘焙界“新路”。

“红薯叶红茶、红薯月饼、红薯干、
红薯粉丝、红薯叶面条、红薯面条等一
系列精加工农产品，延长了红薯产业
链，挖掘了红薯的附加值。”王留彦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往没有深加工时，
每亩收入大约几千元钱，现在1亩地的
产值在 1 万元左右，理想状态能达到
1.5万元。

这让村民们开了眼。“没想到红薯
还能做这么多产品！我今年种了 5亩
地，1亩地大约产4000斤红薯，明年我
准备多种几亩。”村民王春感慨，“这红
火的日子，还得靠红薯啊！”

“做给农民看，领着农民干，带着
农民赚。”王留彦计划用两到三年时
间，以订单农业、土地流转、土地托管
等模式，把小王营绿色生态甘薯种植
基地发展到 2000 亩以上，形成“一村
一品”的特色产业。

不仅是小王营村，我省作为红薯
生产大省，近几年种植面积在 400 万
亩以上，产量达 200万吨以上，位居全
国前列。

“薯类具有产量高、耐贫瘠、耐干

旱、抗盐碱、生长季节短等优势，其粮
菜兼用、主副共食的特性，既是对大食
物观最好的诠释，也是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重要的预备粮。”国家甘薯产业技
术体系科学家、中国淀粉工业协会甘
薯淀粉分会会长木泰华说，发达国家
近年来出现了不少甘薯深加工的休闲
食品、主食类产品。

而在河南，以红薯为主要原料的
速食酸辣粉也叫响全国。河南省食品
工业协会统计显示，目前全国 80%以
上的速食酸辣粉是“河南造”。

如今，开封市通许县已经成为全
国最大的酸辣粉生产加工基地，酸辣
粉产能占全国中高端酸辣粉市场份额
六成。为吸引甘薯全产业链企业到通
许投资兴业，省农业农村厅专门发布
了《关于支持通许县酸辣粉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出台 8条意见支持通
许酸辣粉产业发展。

木泰华认为，河南可以将酸辣粉
当作晋级甘薯深加工的重要抓手，通
过科技创新引领河南甘薯全产业链迭
代升级，赋予甘薯更大升值空间，根据
精准营养和个性化以及特殊人群配餐
需要，开发营养强化新型产品，用营养
健康理念引领甘薯加工产业的发展。

“淀粉是酸辣粉品质的‘芯片’，河
南酸辣粉生产淀粉年需求量在 10 万
吨以上，但本土却缺少红薯淀粉规模
化生产企业。”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志刚告诉记
者。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现阶段薯
类生产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不够，
仍以农村的家庭作坊、小规模加工企
业为主。此外，薯类淀粉加工企业污
水排放量大，且资源浪费严重，是环保
执法监控重点行业。随着大量的小作
坊式薯类淀粉加工企业被关停并转，
优势企业的竞争力正在进一步增强。

“河南可以通过政策引领，一产往
后延，涉足淀粉加工；二产两头连，数
量和质量并重；三产走中高端。”陈志
刚建议，河南酸辣粉产业应以方便酸
辣粉产品为纽带，加快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前不久，“中国酸辣粉之都”落户
通许。“通许要变打造酸辣粉‘生产’中
心为‘产业’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品牌
农业课题组副组长、福来咨询总经理
郝北海建议，在红薯产业迭代升级的
同时，形成“南有柳州螺蛳粉、北有通
许酸辣粉”的品牌效应。③9

小红薯大产业
——秋收一线的农业现代化系列观察之三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河南日报
社全媒体记者 李亚伟）10月 8日，神
农种业实验室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
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召开。

副省长、神农种业实验室理事会
理事长武国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
议听取了神农种业实验室工作进展
情况汇报，研究审议了神农种业实验
室 2022 年度“一流课题”立项清单、
人员经费财政保障等内容。

武国定强调，神农种业实验室挂
牌一年来，基础设施一期工程基本完

工，5支核心研发团队组建入驻，实现
了边建设、边运行、边科研、边出成
果。下一步，政治站位要再提升，对
标国家实验室要求，聚焦种业“卡脖
子”技术难题，多出一流创新成果；推
进速度要再加快，加快引育人才，进
一步完善平台功能；体制机制要再创
新，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协作、做优
创新生态，全力打造国家种业科技创
新高地；支持合力要再凝聚，为实现
种业科技自立自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作出积极贡献。③9

本报讯（记者 胡舒彤）10月8日，
记者从省邮政管理局获悉，国庆假期，
全省邮政快递企业共揽收快递包裹
9040.79万件，日均 1291.54万件，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4.68%；投递快递
包裹 10629.02万件，日均 1518.43万
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7.41%。

省邮政管理局局长訾小春介绍，
国庆假期全省邮政快递业按照“疫情
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
要求，扎实做好服务经济和民生等各
项保障工作，确保寄递渠道安全畅通
和行业平稳运行。据了解，10月 1日
至 7日，邮政、顺丰、韵达等邮政快递

企业坚持营业，快递小哥奔波在为千
家万户“最后一公里”配送路上，加班
加点派件。

“节假日，同样要保证快递准时、
安全送达。每送一份快递就是满足
了一份期待，这让我感到很开心。”韵
达快递公司快递从业者朱斌说。

随着国庆假期结束，邮政快递业
准备进入全面迎战“双 11”旺季的阶
段。“全省快递企业将进一步发挥在服
务民生保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国家战略等方面
的作用，为扩内需、稳经济、惠民生、保
就业等作贡献。”訾小春说。③9

神农种业实验室理事会
第三次会议召开

国庆假期全省共揽收
快递包裹9040.79万件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乔靖芬

天蓝云白，水草丰美，芦苇摇曳，
群鸟盘旋……仲秋时节，当来自省内
10多个县市的水鸟专家时隔 3年再
次来到孟州市黄河湿地调研时，不禁
个个竖起大拇指称赞：这里真是人间
仙境啊！

孟州黄河湿地，全称为河南黄河
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孟州段，规划
总面积 7500 公顷。由于历史原因，
湿地保护区的生态环境曾遭到严重
损坏。2020 年以来，孟州市以壮士
断腕的决心，围绕“拆、修、保”做文
章，不断加大对黄河湿地的保护和生
态修复。

把“拆”的文章做得干净彻底。
2020 年 4 月，该市成立湿地保护区
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对保护区违章
养殖场、鱼塘、地面附着物进行全面
排查、限期整治。短短 6个月时间，
开展 16次专项行动，先后在核心区
清退整改鱼塘 128处，拆除大小养殖
场 230 家。在湿地保护区的实验区
内清退鱼塘 143 处，清退养殖场 76

家。
把“修”的文章做得扎实深入。

“从 2021 年年初，我们陆续邀请林
业、环保领域专家，对湿地保护区进
行实地考察调研，制定湿地恢复方
案。”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同
志介绍，该市植树造林 367 亩，植物
种类丰富到 18科 25属 25种。实施
了总投资 700 万元的中央资金湿地
修复项目和投资 550 万元的中央资
金退耕还湿项目。

把“护”的文章做得深入人心。
孟州市采取智能监测和人工巡护相
结合的方式，推出湿地保护的“孟州
黄河湿地智慧监控系统”，实现了“网
上网下”齐监管。在4月举办的2022

“守护湿地之美·共建鸟类家园”摄影
大赛中，借助影像的力量，进一步提
升了公众保护湿地的意识。

生态环境好不好，鸟儿用翅膀投
票。随着孟州黄河湿地功能和生态
环境不断改善，来此栖息的候鸟种类
和数量明显增加，有6目、10科、25种
共 8000 余只水鸟在此休憩生活，国
家一级保护鸟类黑鹳已连续 4年在
此越冬。③7

孟州：生态修复为黄河湿地“美颜”
（上接第一版）
6年前，泛锐熠辉刚起步不久，得知

西安一家企业需要碳陶产品，便进行了
对接。客户要求品质高、时间紧，从研
发、样品试制到制品交付，4个多月时间，
泛锐熠辉相关研发人员、管理团队吃住
在厂，日夜攻关，最终将订单成功拿下。

“首单碳陶产品的成功研制和交
付，不仅为企业带来了数百万元的营
收，更重要的意义是将一群人凝聚得
更紧了，也将更多的人才聚拢过来。”
姚栋嘉感慨道。

自 2019年开始，跟姚栋嘉一同创
业的博士同学全部从兼职、半兼职转
为全职。目前，泛锐熠辉有员工 547
人，其中博士 20人、硕士 100余人，本
科及以上学历员工占比近50%。

从研制首单碳陶产品到承接北京
冬奥会火炬的耐高温核心部件制造，泛
锐熠辉联合创始人、副总经理赵严一次
又一次地看到了团队不怕苦不怕累的
奋斗精神，“真是拼了命也要干成”。

赵严是山东人，来泛锐熠辉之前，他
在青岛工作，就职于一所重点大学。“毅
然决然全职‘入伙’不是一秒钟的事，在
这里能真正看到科技成果一步一步实现
转化和落地，价值感更强。”他说。

目前，泛锐熠辉主要致力于纳米
二氧化硅气凝胶、碳纤维增强陶瓷基/
碳基、树脂基复合材料的研发、生产、

销售及技术服务，产品广泛应用于新
能源、5G 基站、航空航天、海洋工程、
节能减排等领域，已申请专利 299项，
其中发明专利203项。

“虽然身处县级市，但在新型复合材
料细分领域，放眼全国，泛锐熠辉也有极
强竞争力。研发产品多，应用场景多，发
展的‘天花板’就高。”姚栋嘉自信地说。

气凝胶是世界上最轻的固体，因其
密度极低，被叫做“冻结的烟”，具有良
好的热隔绝性能。一张薄薄的气凝胶
毡体能抵挡超过1000℃的火焰而毫发
无损，这样“神奇”的硬核技术就掌握在
泛锐熠辉手中，其生产的气凝胶产品在
新能源动力电池行业广泛使用。

竞争力从哪儿来？“市场需要什么，
就跟研什么，供需两端相互成就、互促共
进。”赵严说，企业坚持把技术人员作为
市场销售第一梯队，以此抓住客户需求
背后的技术瓶颈，快速将技术瓶颈转化
为科研课题，通过科技创新，在形成一个
新产业的同时，迅速打开销售渠道。

在泛锐熠辉，博士不是“窝”在厂
里，而是跟着需求全国“跑”，个个把

“技术型”销售干得风生水起，带动这
个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年营

收突破1亿元。

扛起“新使命”

从创业到兴业，一路走来，姚栋嘉
感触很深，“真是应了那句话：当你专
注且拼尽全力做一件事情时，全世界
都会来帮你”。

当产品研发遇到瓶颈的时候，博士
团队的院士导师“助阵指导”、协同攻关；
当人才引进、资金、项目落地遇到困难
时，政府帮助企业建设人才公寓、申请奖
补资金和项目经费、搭建科研平台，采取

“一事一议”举措提供工业用地……
“泛锐熠辉的团队强，企业成长性

好，踩准了时代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鼓
点，改变了过去从实验室到实验室的
模式，走出了一条从实验室到产业化、
从产业化再到引领实验室原始创新的

‘产学研用’贯通之路。”巩义市科工信
局原局长许学辉如是评价。

在新材料领域，泛锐熠辉不仅自
己“强起来”，还正在带动更多新材料
企业向巩义和河南集聚。

“我们‘打了个样’，也想继续把这
条路子走下去，带动一批新材料相关企
业的聚集，形成产业集群，用新材料让

中原更出彩，用新材料让世界更美好。”
姚栋嘉说，近年来，师兄弟们看到泛锐
熠辉的发展，也陆续将研究成果放到泛
锐新材料产业孵化基地进行培育孵化。

目前，泛锐熠辉引进孵化的新材
料项目中，有 4个已经进入中试阶段，
很快还会有十几个项目跟进落地。

就在最近，泛锐熠辉孵化的一个
硅基负极材料项目与上海一家行业头
部企业签约，成为其产业链中的一环。

泛锐熠辉50亩厂区已被厂房、实验
室、工程研究中心等“填”得满满当当。
厂区南面，一路之隔，一个占地300亩的
泛锐新材料科创园正在建设之中。

最近几天，姚栋嘉更忙了，他忙着跟
有关部门对接，研究推动公司与省科学院
合作共建省级先进复合材料产业研究院、
牵头制定气凝胶行业相关标准等事宜。

“一年一个样，一年更比一年好。”
泛锐熠辉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张东生和
妻子最初的预想和规划，“看来，这个
业‘创’对了。”

泛锐熠辉的英文名叫“Van-re-
search Innovation”，也就是探索性
研发创新。

正是在此理念引领下，一帮志同
道合的博士从天南地北聚合而来，立
志“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一条心、
一起干”，奋力谱写“锐意创新、熠熠生
辉”的新故事。③6

博士小城兴业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