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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你我他（她）·温暖千万家

□本报记者 曹萍

2022年 12月 24日，屋外天寒
地冻，但确山县电商产业园的一间
会议室内却气氛热烈。一场助农
电子商务培训课正在这里举行，来
自河南经贸职业学院电子商务学
院的副教授路正佳，正在解答大家
的疑问。

“如何提升直播自然流量？”
“怎样介绍产品更吸引人？”“流量
如何转化为销量？”……现场几十
名参加培训的人员抛出了很多问
题。“今天来的都是县里从事电子
商务的人，有带货主播，有电子商
务站站长，有青年创业人员，一听
说有专家来讲课都抢着报名。”此
次培训的组织者周文静说。

路正佳讲课的主题是“数商兴
农——农村电子商务的新方向”。

“我给大家解读了国家相关政策，
分析了现在乡村电子商务的运营
机制，还讲了如何提升电商主播的
技能。”路正佳说。

许艳茹是河南省巧合食品公

司的带货主播，跟团队的人已经开
展了几个月的直播，销售公司的酱
料产品。“这样的培训特别好，既有
我们欠缺的理论知识，也有非常实
用的直播技巧，干货满满。”许艳茹
边听边记，感觉收获很大。

这样的培训课程，路正佳和学
院里的老师经常参加，足迹遍布全
省，把课堂开在了最基层。“我们发
挥学院的电子商务专业优势，通过
与地方政府、企业等合作，为各地
农户开展电子商务进行培训指导，
助推乡村电商发展。”河南经贸职
业学院电子商务学院院长王丽丽
说。

2020 年年底，学院基于实践
课题“电商助农空中大讲堂云服务
平台打造”，由学院教学创新团队
联合“政、行、企、校”多方力量，精
心策划推出了“智汇兴农”平台。

“该平台为更好地开展农村电
商人才培养和促进农产品上行提
供了创新推动模式，推动更多特色
农产品等搭上了电商快车。”王丽
丽说。③6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马鹏宇
本报通讯员 王骁

“俺没事儿都会来瞅一眼，终
于交付了，今天是我这一年里最高
兴的一天。”2022年 12月 31日，在
濮阳市华龙区濮东街道东干城村
安置区，看着眼前拔地而起的高
楼，以及楼宇间层次错落的苗木，
东干城村村民杨存府笑着说。

杨存府是东干城村的“老户”，
一家 9口人挤在 20年前建的 4间
破瓦房里。东干城村要拆迁，他立
马签下协议。“村里大多是老房子，
没有自来水，没有暖气，赶上了城
中村改造政策，真好！”杨存府说。

东干城城中村改造项目占地
154.48 亩，住宅区规划 14 栋安置
楼，共建设安置房 2244套（其中公
寓419套），首次分房到户690户。

刚选过新房的东干城村村民
宋奎军神采飞扬，“过不了多久，我
们就能搬新家了，电梯、暖气都有
了！”

安置房建设是惠及千家万户

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近年来，华
龙区把安置房建设作为提升城市
品质的关键，持续改善居住条件，
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
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满意度。

据介绍，华龙区将 2022 年作
为棚户区改造攻坚年，启动实施棚
户区改造项目 20个，累计完成拆
迁约 170万平方米，累计完成投资
约 40亿元，实物安置项目开工建
设安置房 12684 套、约 127 万平
方米，完成货币化安置4342套。

为解决好征迁群众安置和长
远生计问题，华龙区采取政府主
导、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
设、自行管理的方式，建设独具特
色的安置房新区。“我们把政策、
补偿依据、奖励办法、操作流程、
评估标准全都进行了公示，并深
入每一户讲解安置补偿方案。”华
龙区委书记蔡洪峰表示，“华龙区
将加快安置房建设，提升安置房
品质，全力以赴让辖区更多群众
早日享受幸福宜居的高品质生
活。”③5

这堂助农电商课干货满满

建好安置房 筑就群众幸福家园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日报社
全媒体记者 王烜）1月 1日，全国最
大的传动轴生产基地——许昌远东
汽车传动系智能制造产业园落成仪
式在许昌市举行。

传动轴是汽车传动系统中传递
动力的重要部件。许昌远东汽车传
动系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是省、市重
点项目，总投资 50亿元，全面投产达
效后，可年产 800 万套传动轴以及
200万套等速驱动轴，带动就业1700
人。

“这一重大项目的落地，不仅使

我们的传动轴生产规模达到全国最
大，而且带来了生产工艺、智能化水
平的全面提升。”许昌远东传动轴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娅雪表示，将立
足高标准、高起点，建设全省乃至全
国一流的产业示范基地，打造全国智
能制造和智慧管理标杆。

“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是
许昌发展的根基，要紧紧依靠创新驱
动，推动企业从粗放型、传统型向高、
精、新、尖和集约型转变，由‘小而散’
向‘优而强’发展。”许昌市委书记史
根治表示，许昌市将强化创新引领、

集群集聚、智能转型、绿色发展，加快
形成以智能制造为引领、高端制造为
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着力打造“创
新强市”。

近年来，许昌市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坚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作为主攻方向，不断提升产业基础
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目前，许
昌市已拥有行业“隐形冠军”企业 20
多家，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300多家，
工业机器人示范应用超过 3300台，
成为全省 3个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
集聚区之一。③6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河南日报
社全媒体记者 范坤鹏）2022年 12月
30日，记者获悉，近日，由中国石化销
售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洛阳石油分公司
投资约6874万元建设的洛阳红山综
合加能站投入运营，标志着全省首座

集加油、加氢、充换电、光伏、加气等于
一体的综合能源服务站正式投用。

据介绍，红山综合加能站位于洛
阳市西工区邙岭大道与丝路大道交
叉口东，除了传统的汽柴油和非油品
服务外，还可提供 LNG 天然气、电、

氢三种新型洁净能源，实现了“能加
油、能加氢、能发电、能充电、能利用、
能减排”的六位一体发展格局。站里
拥有自助结算、自助发卡等智慧服务
系统，可提供“一站式”“全方位”能源
补给。③6

本报讯（记者 谢建晓 河
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2022 年 12 月 30 日 ，记 者 获
悉，近日，安阳市委宣传部指导
全市范围内影院联合成立安阳
市影院协会。据悉，这是全省
首家市级影院协会。

该协会是由安阳市辖区的
影院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
团体，旨在通过行业协调、协商
和行业监督，促进行业发展。

安阳市影院协会特别推出
“迎元旦贺春节”全民观影活动
等一系列优惠措施，让全市百
姓实惠、便利地享受国内外大
片带来的视觉盛宴。

全民观影活动时间为2022
年 12月 30日至 2023年 1月 8
日，安阳市区内10家影城都将
参与活动。安阳市影院协会会
长、万达影城负责人田建峰向
记者介绍，这次全民观影活动
就是让市民以优惠的价格，在
新年伊始感受电影的魅力。

安阳市影院协会秘书长、奥
斯卡激光巨幕影城店长李睿阳
表示，希望通过全市影院的共同
努力，为提振安阳文旅产业和增
加市场活力贡献力量。③5

□本报记者 郭北晨

伴随着新年第一缕阳光，郑州东站恢
复了往日的熙攘喧闹。站台上，翘首以盼
的旅客眺望着远处蜿蜒的轨道。

1月 1日 9时 34分，从商丘始发开往
兰州的G2023次列车缓缓驶进郑州东站，
因恰巧与“2023”数字吻合，它被旅客亲切
地称为“新年列车”。

“这才是 2023 年最好的打开方式！”
外出旅游的王守伦专门选择了这趟车，还
特地打印车票留存。“现在大家的生活逐
渐回归正常，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触手可
得，我要抓紧把那些错过的风景补上。”王
守伦说。

站台上，不少旅客和这趟“新年列车”
合影留念；车厢里，大红灯笼高高挂，处处
弥漫着喜庆的氛围。9时 38分，列车准时
出发，载着554名旅客开启了新年旅程。

“列车长，您好！除了精心布置的车
厢，‘新年列车’还有哪些惊喜？”拦住一名
身着制服、佩戴“列车长”臂章的男子，记
者询问道。

他先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我们是
其他班次的列车长，不是今天的值乘列车
长。今天这趟车很有纪念意义，大家都跑
来‘凑热闹’了！”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记者
看到还有六七名“列车长”正扎堆儿忙碌，
也顺带看清了男子的胸牌，他叫唐世林。

“不过，你说的‘惊喜’马上开始，新年
伊始，我们肯定不能‘空手’而来。”说罢，
唐世林神秘地晃了晃手中的红色稿纸。

列车开行约10分钟后，主持人清脆的
声音响起，“新年列车”庆祝活动正式拉开
帷幕。几名列车长、乘务员和专业演员带
来的豫剧、舞蹈等特色节目接连上演，唐
世林也深情地为大家奉上了诗朗诵《2023
年元旦，你好》，引得旅客纷纷鼓掌喝彩。

随后，旅客争相在寄语板上写下新年
愿望，“希望父母健健康康！”“新的一年我
要考上理想的大学！”“祝愿祖国越来越强

大，大家生活越过越甜！”……一笔一画都
饱含着对未来的憧憬。

欢声笑语此起彼伏，相机定格一个个
“幸福瞬间”。从绿皮车到快速列车，从动
车组到“复兴号”，多年来，河南日报摄影
记者王铮坚持用镜头讲述“车轮上的故
事”。

“与往年相比，今天这趟车格外暖心，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和期盼，我能切
身感受到沉睡的美好正在复苏，相信大家
很快就能迎来期盼已久的‘一切如常’。”
王铮感慨地说。

“再见，2022。你好，2023！”G2023
次列车飞驰在铁道线上，窗外是祖国的壮
美河山，处处充满勃勃生机。③8

全国最大的传动轴生产基地落户许昌

全省首座综合能源服务站在洛阳投用

1月 1日，博爱县幸福湖公园，空竹舞龙艺术团的队员们以舞动彩带
龙的方式迎接2023年，祝福国泰民安。⑨3 程全 摄

□卢松 王涛

时值寒冬，寒意袭人。中原食品
实验室内，创新热情似火。作为漯河
市主导的省级实验室，自 2022年 9月
22日挂牌运行以来，中原食品实验室
已入驻 13支由院士、杰出青年等领衔
的高水平科创团队。

“180 余名科研人员组建了粮食
加工、肉制品与预制菜等团队，围绕未
来食品产业 6大研究方向，努力突破
食品产业发展关键核心‘卡脖子’问
题，为河南乃至全国食品产业发展提
供科技支撑。”2022年 12月 29日，漯
河市科技局副局长孟大威介绍。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漯
河市坚定走好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这
个“华山一条道”，坚持以中原食品实
验室为龙头，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
重点，以“百千万”人才引进为契机，推
动创新往高处做、往深处做、往实处
做，奋力打造创新之城。

政策支撑 创新发展底气足

在漯河市政府拨付的 100万元项
目启动资金支持下，世林（漯河）冶金
设备有限公司特殊材料浇铸机研发项
目顺利推进，获得发明专利 2项。“我
们研发的产品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每

年新增销售收入 5000万元。”该公司
副总经理张进说。

漯河市出台《关于加快科技创新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一系
列政策文件，实施创新型企业培育行
动等“八大行动”，开展规上工业企业
研发活动全覆盖等“十大工程 ”，加快
构建一流创新生态。

种好创新的“试验田”。在全省首
创“九条标准”，推动创新平台、高层次
人才、5G 场景应用、智能化改造等创
新元素向园区集聚，布局创新型示范
园区。目前，双汇一园、迪信通先进制
造、卫龙三期等创新型示范园区已初
见成效。

激活创新的“动力源”。实施高新
技术企业倍增计划、科技型中小企业

“春笋”计划等培育行动，增强企业创
新内生动力。目前，漯河市级以上高
新技术企业共 323 家；国家级科技型
中小企业入库数量358家，近5年年均
增幅达54.4%。

优化创新的“朋友圈”。在全省率
先出台《漯河市创新生态评价办法》，
围绕研发投入、高新企业数量、创新平

台建设等 5个方面，对各县区各部门
进行工作评价，推动政、产、学、研、金、
服、用全面贯通，人才、金融、土地、数
据要素加速汇聚。

“我们超常规、大力度、全方位推
进创新发展，夯实科技创新‘四梁八
柱’，把创新打造成为现代化漯河建设
的最强动力和鲜明标识。”孟大威介
绍，漯河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由 2015
年的 0.77%提升至目前的1.29%；有效
注册商标万人拥有量全省第二，创新
活跃度全省第四。

搭建平台 创新成果转化快

在全省第五期“三个一批”项目建
设活动中，河南食品科创园项目开工
建设。该项目包含中原食品实验室、
河南省食品加工中试基地、产教融合
基地和功能食品产业孵化园等 4个板
块，全力打造国内食品科技创新高地。

“河南食品科创园将加快与中原
食品实验室、河南省食品加工中试基
地等联动，形成‘实验室+研究生院+
孵化器+中试基地+产业基金+产业园
区’的全链条科研转化格局，推动更多

科研成果加快转化为生产动能。”漯河
市副市长周剑介绍，中原食品实验室
吸引双汇、金大地等 20家企业深度参
与，已与有关企业初步达成科研合作
项目52项。

在全省实验室体系重构重塑大潮
中，漯河构建了以中原食品实验室为
重点，以 8家省级产业技术研究院、8
家中试基地、8家国家级创新平台、8
个技术创新联合体为主体，以一批形
式多样、特色鲜明、先进适用的创新平
台为基础，着力打造“1+4×8+N”科技
创新体系，成为产业创新的“最强大
脑”。

中试基地水平全面提升。依托漯
河食品职业学院建设的河南省食品加
工中试基地，先后建成 20条生产线，
引进8个一流研发团队，成功转化135
个成果。2022年为全省337家企业开
展中试、技术开发、检验检测等服务，
技术服务收入达1.577亿元。

中试基地阵容不断扩大。依托河
南中大恒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漯
河去年挂牌成立了“河南省生物发酵与
植物提取中试基地”。“我们建成了植物

提取技术等4个专业化团队，已为国内
外客户提供技术开发中试服务项目13
项，2022 年中试服务收入 1600 多万
元。”中大恒源副总经理谢红霞说。

培育各类创新平台 325 个，国家
级创新平台 5个，市级以上创新型科
技团队 76 家……漯河加快布局重大
科创平台，汇聚创新资源，加速把科技
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最大增量”。

招才引智 创新创造热情高

漯河市政府分别与郑州轻工业大
学、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签约，漯河市郾
城区同杭州泰格医药科技叶小平博士
团队“牵手”，卫龙美味与大连工业大
学朱蓓薇院士团队合作……去年，漯
河市校地、校企合作成果丰硕，高端科
研力量加速汇聚。

“我们将科研平台建设作为集聚
和培养优秀人才（团队）的孵化器，积
极引导规上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或

团队开展合作。”漯河市委组织部常务
副部长、市公务员局局长何志莹介绍，
漯河建设 11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
个院士工作站、1个中原学者工作站，
汇聚行业领军人才近 200人，组建研
发创新团队20余个。

才聚食品名城，智汇漯河发展。
漯河创新实施“百千万”人才计划，明
确“十四五”时期引进百名一流高校
毕业生、2000 名高学历、高技术技能
人才，万名本科生。设立专项资金，
发放住房和生活补贴；“一站式”人才
服务平台开通运行；创新多元引才机
制……一项项行之有效的措施，引得
优秀人才竞相落户沙澧大地。

食品产业是漯河支柱性产业。漯
河引导河南省休闲食品协同创新中心
等研发机构，与中科院、江南大学等科
研院所和高校合作，组建漯河市食品
产业技术市场。2022年，全市技术合
同登记额 386 项突破 14.83 亿元，与
2018年相比增长了近70倍。

重大平台落地生根、重大项目加
速推进、高层次人才四方汇聚，沙澧大
地处处涌动创新热潮，澎湃高质量发
展活力，一座创新之城正加速崛起。

拉高标杆打造“创新之城”

漯河高质量发展观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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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出发！
G2023次“新年列车”

1 月 1 日，
郑州东站，旅客
和列车工作人
员在G2023次
高铁列车旁合
影。⑨3 本报
记者 王铮 摄

1月1日，列车工作人员在G2023次高铁列车上为旅客表演节目。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