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晓波 尹江勇

头戴安全帽、身穿工作服、手推
小推车，小伙伴们协作共同砌一堵
墙。上周末在郑州科技馆举办的

“工程师摇篮”主题展，着实让孩子
们过了一把“工程师”瘾。

“周末带娃老没地方去，郑州太

需要这样的场馆帮助孩子长知识
了。”一位家长在微信朋友圈感叹。

家长们的期盼正逐渐变为现实。
4 月 12 日，郑州市郑东新区象

湖畔，省科技馆新馆建设现场，工人
师傅们正在粉刷地面，为场馆布展
施工做准备。螺旋桨的造型、鱼鳞
状的外观，时尚新潮的省科技馆新

馆从开建之日起就备受关注。
中建三局科技馆项目副经理郭

镓琦介绍，作为全国在建最大的科
技馆项目，省科技馆新馆建筑设计
的灵感源于“河洛文化”意象，形态
宛如黄河与洛河交汇形成的自然造
型，既浓缩了中原历史文化的变迁，
又形似螺旋桨和飞鸟展翼。

“场馆东侧的圭表塔和二十四
节气广场将天文学杰作圭表、二十
四节气、古老的铸造艺术等中原文
化和古代科技元素融入建筑设计
中，给人以强烈的文化冲击。”省科
技馆副馆长李莉说。

省科技馆新馆“新”在哪里？新
在现代科技崭露头角，新在古老文化
交相辉映。

“这一排排鱼鳞状的外立面使用
的是阳极氧化铝板，一是为了美观，二

是通过翻转的不同角度引导气流往室
内贯通。”郭镓琦解释说。

外观有“高颜值”，在节能环保方
面也有不少“秘密武器”。

地下室的地源热泵就像家用空
调，通过吸收土壤的能量减少了电
能使用。楼顶的太阳能光伏板和太
阳能集热板可以为展厅和游客餐厅
提供供电和热水服务。

省科技馆新馆还“新”在有新的
功能定位。省科技馆新馆要打造成
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的科普教育基
地、激发青少年科学兴趣的创新实
践基地和促进创新型河南建设的科
技交流基地。

“省科技馆现有场馆建于上世纪
80年代初，受场地规模和人员配置限
制，难以发挥更大科普价值。”省科技
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新馆拟设8个常

设展厅，在宇宙天文展厅可以直观感
受到宇宙天体的运行规律，动物家园
展厅将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 300多
件珍稀野生动物标本，童梦乐园展厅
鼓励孩子们在游戏中得到科学启蒙，
创享空间展厅注重创客教育，探索发
现展厅用讲故事的方式展示科学世
界的美妙与神奇，智慧人类展厅告诉
你“我们从哪里来、将要到那里去”的
终极问题，交通天地展厅展现中国载
人航天的辉煌历程，人工智能展厅让
你与机器人来一场科学的对话。

“每个展厅会设计很多互动体验
和科学实验活动，孩
子们可以动手操作。”
李莉说。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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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同心 小康小康奔奔

本报讯（记者 成利军）4 月 13 日，
记者从济源了解到，当地正在为市区内
所有公共区域的窨井盖建立电子档案，
实施“一盖一编号、一井一权属”，争取杜
绝窨井伤人事件的发生。

为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问题，持续强化窨井盖安全管
理，从 2021年开始，济源将用 3年时间
开展专项行动，使所有城市公共区域内
的窨井盖安全隐患得到根本治理。“公
共区域包括城市建成区内道路、广场、
公园、绿地，还有学校、医院、商场、车
站、码头、场馆等提供公共服务的场所，
以及居民小区、城中村、城乡接合部、建
制镇等区域。”济源住建局城市管理科
负责人张阳介绍，立足“小井盖、大民
生”理念，当地要求供水、排水、燃气、热
力、电力、通信等窨井盖权属部门“谁所
有、谁负责”。

记者在济源黄河路上的一个窨井盖
上看到了统一规范的标识，包括编号、类
别、产品型号、执行标准、规格材质、承载
等级、生产日期、管理单位等信息。张阳
说，窨井盖所属部门必须为窨井建立“一
盖一编号，一井一权属”的电子档案，在
此基础上，济源依托数字化城管平台，运
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实
现窨井盖电子档案信息共享，提升窨井
盖安全管理的效率和水平，“不管是群众
发现报告的隐患，还是我们通过数字技
术发现的隐患，都会精准定位快速处
置。”

记者了解到，济源还要求窨井盖所
属部门做到“三必须”：对已确认废弃的
窨井盖，产权管理单位必须在规定期限
内完成填埋；对低洼易涝等地区的窨井
盖，必须加装防坠设施；对超过设计使用
年限的老旧窨井盖，必须及时进行更新
改造。③8

窨井盖有了
电子档案

□本报记者 刘红涛

4月13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
闻发布会，省农业农村厅、省通信管理
局等单位和临颍县、鹤壁市淇滨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了我省在农业信息化、
数字乡村建设等方面的成效，探索数
字乡村建设的“河南样板”。

构建“三农”服务“一张网”

“坚持城乡统筹，加大农村网络
建设力度。”省通信管理局党组成员孙
力介绍，全省4.6万个行政村实现了
4G网络全覆盖，在全国率先实现20
户以上自然村光纤接入和4G网络全
覆盖，农村4G基站总数达到13.1万
个，宽带端口总数达到2016.8万个。
全省建成开通5G基站4.5万个，实现
县城以上城区5G网络全覆盖。

此外，我省建成39个“三农”专题
数据库，汇集各类涉农数据6亿条，形
成“三农”服务“一张网”，为数字乡村
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

今年，我省计划投资13亿元，在
乡镇及农村热点区域新建5G基站1
万个，实现乡镇、农村热点地区5G网
络全覆盖，全面完成第六批试点项目
500个行政村4G基站建设任务。

信息化融入农业生产全过程

推进农业现代化，离不开信息化
的支撑。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刘保仓
介绍，近年来，我省把信息化引入农业
生产的全过程，建设“数字田园”，推动
小麦、玉米等大田作物“四情”监测管
理系统应用，建成一批设施农业物联
网技术示范应用基地，对8580万亩粮
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
区建档立卡、上图入库。

此外，我省还建设“数字牧业”，在
全国率先实现动物检疫电子出证，建
成一批智慧养殖示范园区。建设智慧
农机，建立农机跨区作业信息调度中
心，为全省5626台土地深松作业机械

配备智能终端，推出“滴滴农机”
APP。建设追溯管理体系，把3297个

“三品一标”产品纳入追溯范围，对所
有种子和兽药生产企业、89.7%的农
药和88.8%的饲料生产企业实行电子
追溯管理。

“临颍县是国家数字乡村试点
县，依托临颍省级辣椒现代产业园建
设 5G智慧辣椒种植基地，涵盖农产
品追溯、水肥一体化、智能种植等。”临
颍县副县长史有来说。

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

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王苏介绍，
发展农村电商，促进形成线上线下融
合、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畅通的
农村现代市场体系，全省共认定电商

进农村综合示范县95个，其中升级版
示范县21个。累计建成县级电商公
共服务中心 121 个，村级服务站点
2.35万个。“我省的淘宝村由2018年
的50个增加到135个、增长1.7倍；淘
宝镇由 3个增加到 94个、增长 30.3
倍，淘宝村镇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鹤壁市淇滨区作为首批国家数
字乡村示范区，建设涵盖区乡村三级
服务网络、打造一系列农业应用场
景。”淇滨区副区长周毅说，村民可以
通过数字乡村运营服务站办理水、电、
燃气、话费等生活缴费和充值业务；整
合近10家快递物流公司，实现快递进
村、农产品出村，村民取快递、寄快递
无须再出村，同时也解决了传统手工
艺品及特色农产品电商上行物流问
题。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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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新征程
百年路

本报讯（记者 李林）4月 13日记者
获悉，为缓解停车难，近日郑州市接连出
台了《加强郑州市公共停车场建设工作
实施专案》与《郑州市城市公共停车设施
建设规定（试行）》。

依据新政，郑州市将因地制宜推进
公共停车设施规划建设，每年在市区新
增公共停车泊位 5万个以上（不含住宅
小区和单位等建设的非公共停车位）。
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应对辖区范围内
5000平方米以下地块、边角料地块进行
梳理储备，优先用于社会公共停车设施
建设；对辖区范围内闲置时间超过 3个
月的空闲场地，可结合周边停车需求设
置临时公共停车设施。另外，鼓励在用
地面积大于 3000平方米的广场、公园、
绿地等地下空间设置社会公共停车设
施。

新规对社会公共停车设施建设提出
了新的奖励补助标准，如地下停车库型
式的超配公共停车设施每个泊位奖励补
助 1万元，房屋建筑楼内地上公共停车
楼（库）每个泊位奖励补助 1.5 万元，单
独新建的地下社会公共停车场（库）每个
泊位奖励补助2万元。③6

每年新增停车位
超5万个

关注城市惠民服务

郑州

济源

以数字化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

科技惠农 赋能振兴

相关新闻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4 月 13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记
者从会上获悉，2021数字乡村论坛
（中国·郑州）将于5月11日至12日在
郑州市举办。

2021数字乡村论坛（中国·郑州）
由省农业农村厅、省委网信办、省通信
管理局、省大数据管理局主办，农业农
村部信息中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支持，将秉承“乡村振兴，数智引领，创
新务实，潮起中原”的理念，努力把论
坛办成国内数字乡村领域规模大、层
次高、展示成果丰富的高端论坛，为我

国数字乡村建设提供“解决方案”和
“实践样板”。

根据安排，本次论坛将以“1+
5+1”形式召开，即 1个主论坛、5个
专业论坛、1 个数字乡村建设成果
展。本次论坛大咖云集，华为、阿
里、腾讯、农信通等信息化头部企业
高管还将与国内农业信息化行业知
名专家现场开展高端对话。其间，
将征集一批有推广应用价值的数字
乡村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并成
立“河南省数字乡村发展联盟”，共
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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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平 郭福涛

“企业能否年复一年的生存下去，
完全取决于它的创新能力!”在创新中
发展，在创新中进步，平棉集团近 40
年的成功经验就是不停创新，不断跨
越。

始建于 1982年的平棉，视创新为
灵魂，视质量为生命，经历近 40年的
洗礼与积淀，现已成长为集纤维加工、
纺纱、织布、针织、太阳能发电、国际贸
易于一体的大型现代纺织全产业链综
合 性 企 业 集 团 。 年 加 工 亚 麻 纤 维
3000 吨，无接头纱线 30000 吨，高档
休闲服装面料 5000万米。年进出口
总额8000万美元。

经营创新 打造核心竞争力

平棉集团结合自身产品类别和细
分市场，引入阿米巴经营管理模式，按
产品单元建立多个经营管理团队，充
分授予各个团队人财物产供销权力，
使其成为真正的生产经营主体，加快

市场反应速度。并配套激励措施，运
行效益大幅度增长，职工收入逐年提
高，集团业绩持续上涨。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平棉集团创
新经营思路，线上线下同步推进。线上
采取网络销售、平台营销、电话营销等
形式，打造全新的数字化营销和管理体
系。线下各子分公司设立办事处，把销
售推向市场最前沿。各类措施的得力
实施，降低了疫情带来的影响，销售收
入实现两位数的增长，全面完成集团公
司利润目标，职工岗位稳定，收入提高。

技术创新 推进中国麻纺业发展

平棉集团根据麻产品工艺特点和
技术要求，利用棉纺设备，优选纺麻工
艺设备配置方案，设计麻纺中试生产
线项目。打破传统工艺设计思路，全
面打通棉纺短流程纯麻纱工艺路线，
填补平棉及麻干纺短流程行业空白，
为集团公司向麻产品成功转型升级，
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发挥公司棉纺
优势快速向麻纺产品转型升级。

申报获批喷气织机并纱引纬装置
项目和纺纱空气过滤装置技术革新项
目两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牵头起草
两个纯麻团标项目通过评审并已实

施，促进中国麻纺行业的进步与发展。

产品创新 成为国际一线品牌供应商

平棉集团积极研发新型功能性纱
线和面料，成功开发尼龙棉、涤维棉、
芳纶棉、生物基尼龙棉、竹纤维、石墨
烯、吸湿排汗等功能性纱线和面料。
开发新工艺大麻、新工艺亚麻、大麻混
纺、亚麻混纺纱、布产品系列，成为中
国重要的功能性纱线、面料研发基地
之一。

平棉集团倡导绿色、环保、可持续
的生产方式，致力于特种纱线和休闲
服装面料的研发与生产，拥有质量、环
境、职业健康安全和能源管理体系认
证，获得有机棉、BCI、再生棉、再生涤、
非洲棉、OK-TEX、欧麻等国际机构
认证，有机棉纱线、面料产量居全国前
列，是国际国内功能性纱线和面料的
重点研发基地。

管理创新 打造一流的人才队伍

平棉集团通过持续开展精益管

理、操作练兵和全员培训活动，不断
提高基础管理水平，稳步提升产品质
量。平棉集团利用自身优势对青年
专业技术人才进行综合性学习和培
训，切实践行“团结 协作 创新 学
习 积极参与 共同成长”的新企业精
神，为未来平棉集团可持续发展壮大
打造坚实的人才基础，推动平棉高质
量发展。

多年来，相继荣获全国纺织工业
先进集体、平顶山市长质量奖、河南省
五一劳动奖状、河南省进出口质量诚
信企业、中国最具影响力产品品牌、全
国劳动争议调解先进单位、全国模范
职工之家、河南民营企业制造业 100
强、河南省质量标杆企业等荣誉，是河
南省级企业技术中心，2019年在全国
棉纺织行业竞争力百强企业中名列第
48位。

平棉纺织集团厂区凤凰湖每年可
收集 5万立方米雨水，用于空调降温、
绿化灌溉、消防水源等循环再利用。
厂房上设置的太阳能发电装备，年发

电 300万度。园区环保设备在线电力
监测装置，对生产区废水、废气、油烟、
噪音进行环境监测。空压机余热改造
项目，用于职工宿舍、澡堂供热、生产
车间供暖。电动大巴的投入等一系列
绿色低碳项目的实施，使平棉集团荣
获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产品开发——
卓越能效奖、河南省绿色工厂、国家级
绿色工厂称号，是河南省纺织企业中
第二家国家级绿色工厂，是平顶山市
唯一一家国家级绿色工厂。

平棉集团公司总经理陈亚民说：
“高质量发展为我们指引了前进的方
向，未来，平棉集团将以河南纺织大省
为依托，加快整合资源，进一步优化产
品结构，提升产品档次，为推动平顶山
市高质量发展和综合实力重返全省第
一方阵、为河南进一步发展成为纺织
强省和社会稳定作出更大的贡献。”

平棉集团：以创新激发内生动力 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集团办公大楼

近日，永城市演集镇李楼村农技人员驾驶精量播种追肥机在为种子试验田追肥。⑨3 李若凡 何燕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