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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自主研发的米糠膨化预处理、

浸出及精炼成套设备工艺技术，于2008年

5月获得国家专利，公司利用现有的设备将

此项技术全部就地转化，2012年此项技术

为企业增加销售收入7000万元，产品远销

俄罗斯、马来西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河南华泰粮油机械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闫

子鹏谈到发明专利转化带来的效益时一脸

兴奋。

这只是滑县科技发明成果转化的典型

代表。近年来，滑县通过政策资金扶持、宣

传推介专利项目、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促成

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

了生机和活力。

为使发明人的发明创造尽快转化成生

产力，该县积极协助发明人申请科技计划，

争取经费支持。“石油焦生产超级电容器用

活性炭”专利技术被列入河南省高新科技

成果转化计划，“大豆功能性纤维”先后被

列为省、国家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基金项目，

分别获得35万元、100万元的资金支持。

“我县积极与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联系，建立了产、学、研各方优势互补、利

益共享的技术合作机制，有效推动科技发

明成果和专利转化。”该县科技局副局长王

好勤说。

近年来，该县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郑州大学等1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进行技

术成果交流合作，实施技术创新项目50多

个，推动企业引进科技成果30多项。

为了推动企业开展发明创新工作，该

县加快实施专利试点政策，出台了《滑县企

业专利试点工作方案（试行）》、《滑县企业

知识产权(专利)试点工作方案》，确定滑县

华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等4家企业为专利

试点企业，河南滑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等6

家企业为知识产权试点企业，帮助企业组

建科技研发机构，建成3个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6个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科

技发明人才发挥作用提供了平台。

据统计，该县专利产品年销售收入达

12.6亿元，高新技术增加值达5.6亿元，连

续5年进入全省专利申请20强，科技进步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7％，实现了以发

明创造引领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促进经

济发展的良好循环。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把全社会的智慧

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这给了滑县

科技发明人极大的鼓励和信心。“我们要把

发明人的创新性和积极性爱护好、保护好，

把他们的专利技术转化好、使用好，推动全

县科技发明再上新台阶，为促进地方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滑县副县长

王军谈到今后科技发明和创新工作时说。

“如果倒退到2000年左右，那

时候的农产品，尤其是蔬菜，农药

超标的数量要占到30%。”赵教授

说，他一直从事农产品农药残留方

面的研究。经过10多年的持续性

监测，他发现，随着政府相关部门

对蔬菜这方面加大了检查力度，目

前，市场上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已

经不足3%。“可以说，越是固定摊

位出售的农产品，其农药残留超标

的可能性越低。”为此，赵教授建

议，在清洗蔬菜时，不需要额外添

加洗洁剂等，用清水多泡泡、多冲

冲即可。

除此以外，赵教授介绍，农药

在喷洒后，会有一定的降解期，一

般是在10天到两周的时间后，农

药就降解得差不多了。“如果刚喷

完药就采摘上市，那么农药残留

肯定会超标。”赵教授说，如果按

照农药的相关操作规范，喷完药

两周后采摘上市的农产品即可放

心食用。

据《北京晚报》

有虫眼儿的菜打药没？
实验表明：也有农药残留

“洗菜时，菜心可以不洗。”“买菜要挑带虫眼儿
的，因为虫子吃过了肯定安全，上面肯定没农药。”这
经验靠谱吗？北京农学院首都农产品安全产业技术
研究院实验室赵建庄教授，通过一个蔬菜农药残留
的检测实验，解答了这个疑问。赵建庄教授长期致
力于北京农产品农药残留方面的研究工作，他发明
的第一代农药残留速测仪于2007年被授予专利
权。该仪器因能快速测定瓜果蔬菜中的农药残留，
已被批准为北京市农业技术试验示范推广项目。

“

不少人在食用大白菜、生菜

这样多层的蔬菜时，往往不会洗

得特别仔细。更有甚者，在家吃

火锅时，好多人对大白菜、生菜的

菜心部位基本不洗，或者是简单

用水冲一下就下锅。

“外面几层菜叶洗洗就可以

了，里面的菜心，农药肯定喷不进

来。”但网上也有传言，称蔬菜菜心

的农药残留要比蔬菜表面高。

【疑问】

有虫眼儿的蔬菜
安全吗？

大部分人认为蔬菜中生菜和

大白菜的农药残留最低。还有人

认为，虫子吃过的菜没有农药。

“虫子都啃过了，那绝对是安全

的。”不过也有人提出了疑惑：“有

虫眼儿说明蔬菜长虫了，那菜农

肯定会加大农药剂量，不然虫子

早把菜啃光了。”

菜心会有农药残留吗？

【实验】

为验证上述说法是否科学，实

验员把从菜市场买来的带虫眼儿

的和没有虫眼儿的油菜、生菜、大

白菜、卷心菜分别切成大小均匀的

碎末，并用电子秤称取2克碎末作

为样品，按测量的种类分别放到棕

色的广口瓶内。

实验员在广口瓶内分别加入

10毫升的萃取剂，并放到超声波

振荡器内10分钟。这样是为了将

蔬菜碎末中的农药成分充分溶解

到萃取剂中。

超声完毕后，实验员从广口瓶

中抽出萃取剂。此时，原本透明的

萃取剂已变成淡黄色，类似于菜汁

的颜色。测量农药残留就是测量

萃取剂中的农药成分。在测量之

前，实验员往抽取出的萃取剂里加

入一种酶，让其充分反应10分钟。

实验员介绍，食品安全快速分

析仪能够检测有机磷和氨基甲酸

酯两类农药的总量，这种方式速度

较快，准确度在90%以上。

仪器上显示的百分数是一个

数值比例，如果小于50%，蔬菜的

农药残留就是安全的，反之则超

标。要是小于10%，属于绝对安

全的范畴。

【结论】

通过检测，之前被人们认为

农药残留最低的大白菜和生菜，农

药残留数据反而最高。实验员说，

大白菜和生菜叶面结构组织比较

细密，容易造成农药残留。此外，

多孔的蔬菜也容易有农药残留，比

如菜花，农药残留量往往就比较

高。

带虫眼儿的蔬菜最安全吗？

实验员对没虫眼儿的油菜和有虫

眼儿的油菜分别取样，取样部分

都是蔬菜的菜叶部分。经过测

量，带眼油菜的农药残留竟然高

达66.8%。

为了保险起见，实验员又切

取了有虫眼儿油菜的叶和茎进行

测量，结果第二次得出的结果为

1.9%。

为什么两次实验会出现截然

不同的结果？赵建庄教授表示，可

能是在超声环节，一些叶绿素也溶

到了萃取剂中，干扰了测量结果。

不过，这也充分说明用虫眼儿来鉴

别农药残留是不科学的。“农药残

留用肉眼看不出来，只能靠科学检

测。”赵教授说，菜叶上的洞有的并

不是虫眼儿，低温等因素同样可以

在菜叶上留下痕迹。

实验数据还显示，菜心照样

会有农药残留，需要用水冲洗。

带眼儿蔬菜未必安全
菜心照样有农药残留

【建议】

买来新鲜蔬菜
多用清水冲洗

“河南粮仓”滑县新现象——

农民争当发明家

□本报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时昌宁刘小滑文/图

风力抽水机、冬瓜削皮
机、自走式喷雾器、飞机垂直
升降装置……这些发明均
出自滑县农民之手。滑县是
全国唯一的粮食生产先进县
标兵“十连冠”，享有“河南粮
仓”之美誉。在这令人炫目
的桂冠背后，滑县还有一张
鲜为人知的“名片”，那就是
“发明大县”。

在滑县，2008年专利申
请量345件、授权量82件，
2009年专利申请量177件、
授权量155件，2010年专利
申请量180件、授权量163
件，2011年专利申请量211
件、授权量151件，2012年
专利申请量266件、授权量
210件……

近年来，滑县通过宣传
普及发明知识，引导开展群
众性创新活动，帮助发明人
转让、转化发明成果，鼓励支
持发明创新，促进了科技发
明事业蓬勃发展。

“风力抽水机、自走式喷雾器、飞机垂直

升降装置……难以置信，这一项项发明竟然

出自农民之手。滑县民间发明真了不起！”

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管理学院教授舒克拉

调研滑县民间发明时伸出大拇指说。

目前，滑县拥有发明爱好者1800多

人，科技发明1800项，申请专利1600多

项，获专利权1000多项，发明涉及机械、化

工、食品、医药、农机等多个领域。在这些

发明当中，来自民间的非职务发明占了大

多数。

“农闲时，我喜欢摆弄各种家用电

器。”该县王庄镇丁堤口村农民陈红敏是

名农电工，他刻苦学习电器知识，经过3年

潜心研究，发明了高保真、高线性、宽频带

纯后级功率放大器，并于2009年12月获

得国家专利，可广泛应用于家庭影院、

KTV、影音室及会议厅等。该县小铺乡农

民李国堂从鱼的游动中得到启发，发明了

一种能灵活转弯的潜水艇。老店镇农民

成怀岭利用掌握的机械知识，钻研发明了

飞机垂直升降装置。这些民间发明创造

源于他们的爱好，源于他们在生产生活中

的感悟。

提到滑县民间发明，不能不提滑县发明

的“领头雁”，该县发明协会副理事长、秘书

长吕胜战。2001年，被誉为“中国当代发明

家”的吕胜战牵头成立了全国首家县级发明

协会——滑县发明协会。多年来，他的发明

有10多项，都已经申请了国家专利，获得国

内外奖励达120多项。同时，他还先后出资

1万多元帮助发明人申报专利1200余件，组

织民间发明人参加国际、国内发明展览会20

余次。2011年10月，时任河南省副省长史

济春专门作出批示，聘请吕胜战担任省发明

与专利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负责日常工

作和创新研究的拓展。

“滑县确实是一个发明大县，滑县农民

几乎人人都能当革新发明家，发明项目技

术含量较高，而且又节能环保，符合当前社

会发展方向。”天津财经大学教授边翠兰

说。

目前，滑县民间发明已被誉为“一种现

象”，周边省、市、县每年都有发明人去该县

取经学习，特别是2010年，世界国际组织

委托天津财经大学创新创业中心对该县民

间发明工作进行了深入调研，并对发明创

新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

聚焦
滑县民间发明被誉为“一种现象”

前不久，一条消息在第七届国际发明

展览会不胫而走：滑县选送的太阳能电动

喷雾器、防水砂、生物柴油成套设备等6项

发明获得金奖，发明人与相关单位进行了

广泛接触和交流，初步达成发明成果转化

合作意向12项，意向金额达2亿多元。

滑县发明能够走出河南、走向全国，并

在国际上夺得大奖，这绝非偶然，与政府的

支持和发明协会的引领密不可分。

作为河南省知识产权局确定的专利试

点县、省知识产权优势区域的滑县，成立了

自主创新工作机构，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

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滑县的意见》、《滑县

“十二五”科技发展专项规划》、《滑县自主

创新体系建设和发展规划（2010～2020

年）》等，将科技发明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为科技发明和创新工作指明了方向。

与此同时，该县充分利用电视、报纸、

网络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发明创新先进

典型，让更多的人了解发明创造，热爱发明

创造，投身发明创造。每年落实专项资金

80万元，奖励在科技进步中做出突出贡献

的单位和个人，还举办了巾帼科技发明大

赛、职工科技创新发明大赛等竞赛活动，进

一步激发群众发明创造热情。

滑县发明协会对科技发明事业的发展

功不可没。

滑县发明协会自2001年成立以来，

积极组织滑县及周边市、县发明人参加对

外展示交流，帮助发明人宣传推介、专利

申报、专利转化，成了发明人名副其实的

“娘家”。同时，该协会还先后组团代表河

南省参加了3次国际发明展览会和8次全

国发明展览会，获得金奖27项、银奖46

项、铜奖63项，所获奖项数量及级别位居

全国县级之首。

“滑县发明协会取得的优异成绩，不

仅是滑县的骄傲，更是我们河南省的骄

傲，也是全国发明界的骄傲。”河南省科协

副主席梁留科给予高度评价。如今，该县

发明协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会员已达1000

余人。

该县在鼓励科技发明的同时，也非常

重视发明专利申报。“县政府专门出台《滑

县专利申请和实施费用资助办法》，开展专

利免费申请月活动，实行申请费和代理费

全免政策，切实减轻了发明人的经济负担，

提高了发明人申报专利的积极性。”吕胜战

介绍说。2008年以来，该县连续5年开展

专利免费申请月活动，共投入资金近100

万元，申请专利694件。

驱动
政府支持、协会引领成为科技发明的“发动机”

给力
发明成果转化成为地方经济腾飞的“助推器”

滑县发明人靳颜军在展示发明项目PVC塑钢防盗窗

滑县发明人冯建民在展示发明项目

纳米防水砂

挖掘新闻挖掘新闻深度深度 延伸阅读延伸阅读空间空间

四步骤检测农药残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