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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轵城已有 2600年的历史，

四度为国，名人众多，《史记》中
的侠客聂政就是轵城人。轵城
自古就有孝善、守信、重义的乡
风民风。”省人大代表、济源市轵
城镇党委书记董倩说，这种历史

文化与文明的传承，为加快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找到了切入点。

“我们现在正在开展的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就是我们乡风文
明建设的一个缩影。”董倩举例
说到，这个季度，她们镇卫素梅
家五美庭院四颗星，十星级文明
户八颗星，可上个季度她家的星
星没有邻居多，她立刻对厨房、
卫生间进行了彻底改造，这个季
度增加了不少星星。“我们采用
星级动态管理，通过这种机制，
激发每个人的内在动力，在全
镇 形 成 比 学 赶 帮 超 的 浓 厚 氛
围。”董倩介绍，除了五美庭院、
十星级文明户评选，她们还开
展了好媳妇、好婆婆、好儿子、
孝善家庭评选活动，积聚正能
量、引领新风尚，为乡村振兴奠
定道德支撑。

董倩再次举例，她们镇柏林
村轮椅上红薯育苗人李小稳被
多家媒体称为“轮椅上的红薯育

苗人”。她患类风湿 20多年，只
能坐轮椅，但身残志坚、心怀梦
想，在政府的帮助下，经过多次
试验培育出的红薯苗品种产量
高、味道好，深受市场欢迎，现在
她的育苗基地年收入 30 多万
元，还带动周边 50 多户村民致
富，她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能人。

董倩认为：“我们说家风，关
起门是自己的家务，打开门就是
社会。乡风文明也是生产力。
提升了乡风文明，也就切实有效
地解决了富口袋与富脑袋的问
题，也就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期盼和向往。”

河南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代表通道”首次开启

代表讲实事话真情述心声
郑报融媒记者 张昕 袁帅 文 马健 图

昨日上午8时许，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首场“代表通道”正式开启，6名来自不同行业的省人大
代表先后就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百城建设提质、新型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等热点话题讲实事、
话真情、述心声。

“科技攻关，是非常有价值
的。这既为企业开拓了规模化
的市场，同时也为社会、特别是
为百姓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服务，
我们感到很欣慰。”省人大代表、
郑州威科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裁贾小波说。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世界
四大卫星导航系统之一，主要应
用有定位、授时和短报文发送，
其中授时应用精不精准，直接影
响很多系统的可用性。”贾小波
介绍，“我们在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的授时应用进行了长期攻关，
研发了5纳秒的北斗卫星高精度
授时产品。以前，我国的通信基
站 和 变 电 站 都 是 依 靠 美 国 的
GPS 进行时间同步。现在，我们
的产品已在国内 10万多个变电
站、1000 万个通信基站实现了
规模化应用，下一步，我们将为

中国的 5G提供北斗高精度的授
时服务。”

前 沿 科 技 不 仅 是 国 之 重
器，也能造福百姓民生。贾小
波说：“2016 年，我们将北斗定
位服务和物联网实现了有机结
合，在电动车、汽车、摩托车、物
流等行业的北斗应用终端。最
近，郑州市正在给老百姓的电
动车上牌照，牌照使用的就是
我们的定位终端，这个终端将
为老百姓的电动车防丢防盗乃
至防火提供有效服务。目前，
我们已在河南、福建、山东、广
东 开 展 了 电 动 车 北 斗 定 位 服
务。”“同时，我们把北斗定位服
务沿着‘ 一带一路’开展了推
广，正在为泰国 2000 万辆摩托
车管理进行服务。”

贾小波表示，作为一名科技
工作者，我们应该有使命感，应

该勇挑重担，在科技创新中勇于
追求卓越，在科技创新中敢于引
领世界潮流。

“我们集团是专业从事功能
高分子膜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 的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 公 司 从

2009年开始在新材料的研发上
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资金。”省人
大代表、河南银金达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闫银凤说。近年来，
银金达始终紧跟国家政策、响应
产业发展导向，积极组织专家团
队，经过一年半时间的研发，攻
克了一批制约国产新型包装材
料发展的技术难题，并取得了自
主知识产权，实现了我国 PETG
产业从原料到制膜再到印刷产
业链的“零”突破，成为国家鼓励
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新材料
之一。

闫银凤介绍，她们公司还获
批了省级创新中心培育单位，这
是集合科研人员客户上下游企
业共同建设的实体性科研机构，
是《中国制造 2025》五大工程之
首，是实现我国制造强国战略的
重要举措。“我们将努力争取用

三年时间向国家级创新中心迈
进，为实现由河南制造到河南创
造的战略目标稳步前行。”闫银
凤认为，一个产品从无到有、从
研发成功填补空白，到制定行业
标准，到市场化推广，再到产业
化，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这
些都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金
融机构的资金支持。”

“与此同时我又有深深的危
机感。”闫银凤说，纵观全球发展
的趋势，一个好的构想如果不尽
快实施，可能三个月过去就会变
得一文不值，所以必须常怀感恩
之心，只争朝夕，即做好当下，又
谋虑未来。“绿色发展、创新发
展，不是几个人的事，也不是几
个企业的事，需要我们河南所有
人民有共同高度的认识，大家都
积极行动起来，我们的美丽河南
就一定能实现。”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是一招
多效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省
人大代表、周口市川汇区委书记
李宗喜作为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的亲历者、参与者，感触很深。

李宗喜拿出了两张照片，展
示了一条废弃铁路的变化。“过
去，这条废弃铁路周边垃圾遍
地、荒草遍地、违章建筑遍地。
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过程中，
我们把这条废弃铁路改造成了
铁路主题公园，开通了免费乘坐
的观光小火车，开园后成了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周边群众休闲
健身有了去处，小孩争着坐小火
车，中老年人到铁路文创中心感
受铁路记忆、周口情怀。”通过
对比，这一工程的经济效益、生
态效益、社会效益得以显现。

李宗喜介绍，周口类似的
城市双修工程还有好几个，比

如 5000 亩的森林公园、1200 亩
的沙河湾湿地公园、2000 亩植
物园等，通过生态修复，使城市
变润了、变美了。“周口城市建
设历史欠账多，实施百城建设
提 质 工 程 就 是 还 民 生 帐 的 过
程，也是让百姓有更多成就感、
获得感的过程。”

“为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
我们实施了大面积的棚户区改
造 ，一 年 征 迁 1000 多 万 平 方
米。由于政策对路、群众认可，
没有出现不和谐因素。7万套安
置房建设顺利，明年的现在征迁
群众就可以乔迁新居。”李宗喜
说，“我们去年实施了 103个、总
投资 1300亿元的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实施‘五城联创’，使城市
变得更加丰满了、洋气了，老百
姓更加高兴了，客商对周口也更
加有信心了。”

李宗喜说：“我们坚信，随着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的深入实施，
我们周口一定会在中原更加出
彩的进程中大放异彩！”

“感谢大家对青年返乡创业
的关注和支持。”省人大代表、方
城县博望镇黄金梨种植大户郑
海鸥说，在回乡创业之前，她曾
经在国外工作4年，担任过英语、

法语、葡萄牙语翻译。“记忆犹新
的是 2012 年在北非，在当地买
一个梨子要 30 多块钱，关键问
题是梨子还不好吃，那时我在想
我们家乡的梨子那么好吃为什
么就不能卖出高价格，为什么不
能走出国门？”

2014 年回到老家以后，郑
海鸥从品质入手，一步一个脚
印，打造出了黄金梨品牌。同
时，通过产业带动帮助乡亲脱贫
致富。“黄金梨产业成为我们当
地脱贫致富的金疙瘩，我们全镇
现在种植黄金梨面积达到了3万
多亩，吸纳了 100多户贫困户到
果园工厂就近务农，每人仅此一
项一年可获得 1 万多块钱的收
入。但我觉着还不够，我们办起
了梨膏加工厂，一瓶秋玉梨膏可
以卖到 60 多元，从而提高了农
产品的附加值和延长了产业链，
这样一来，可以让更多的乡亲们

参与，让种梨子的老百姓对种梨
子越来越有信心。”郑海鸥自豪
地说。

农产品销售也可以搭上互
联网技术的快车。回到农村创
业的这几年中，郑海鸥发现可以
通过微信微博、淘宝直播，甚至
是抖音，把农产品的销售更加直
观和时尚起来，“我真的没想到，
传统的农产品和现在时髦的传
播方式结合起来可以产生这么
大的价值。并且身边有很多的
年轻人转变了观念回到了家乡，
开始尝试把一些卖不上价的农
产品推成网红产品。”郑海鸥觉
得，新农村为年轻一代农民提供
了广阔天地，新农村需要火热干
劲的新型农民，年轻人只要把这
种新思路新方法带到农村去，农
产品会卖得更好，农民就一定能
够富起来，农业才能强起来，农
村才能变得美起来。

“金冠电气是中国输配电领
域避雷器行业的龙头企业，大家
乘坐的复兴号、和谐号高铁上的
动车机车顶避雷器就是我们公
司的产品。”省人大代表、南阳金
冠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樊崇骄
傲地说，“在国家电网所有变电
站中，平均每 100个变电站就有
22 个使用了我们制造的避雷
器。”

“取得今天的成绩，和我们
企业一直践行高质量发展的理
念是分不开的。我们只做高端
产品，只做人无我有的高附加
值产品，金冠的理念是只要加
大科技投入，加快创新发展，瞄
准市场上最难啃的骨头，瞄准
世界最牛的竞争对手，就能够
打造我们核心竞争力，就能够
实现高质量发展。”樊崇说，“特
高压避雷器是这个领域世界上

电压等级最高，也是技术含量
最高的产品，以前，日本企业一
直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2005
年以来，我们持续投入大量的
资金、人力和精力，投入了超过
7500 万元进行产品研发，投资
4500 万元建造生产基地。到
今天为止，特高压避雷器产品，
包括我们金冠电气在内，全世
界只有四家公司能够生产，我
们的部分产品市场占有率已经
超过了日本企业。”

樊崇说：“省委十届八次全
会再次强调要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这让我们更加坚定了高质
量发展的信念和信心。现在，社
会环境和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中
央、省里和南阳市出台的支持民
营企业的政策越来越多，新能源
装备行业发展越来越快。我们
坚信，只要企业坚持创新发展，

坚持加大科研投入，就一定能够
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上，步伐
越来越铿锵有力，越来越稳健，
越来越从容。”

紧盯前沿科技 造福百姓民生
——访省人大代表贾小波

加大科技创新 助力绿色发展
——访省人大代表闫银凤

实施“百城提质”提升城市品位
——访省人大代表李宗喜

搭上技术快车 加速农村变美
——访省人大代表郑海鸥

加大科研投入 实现创新发展
——访省人大代表樊崇

培育乡风文明 支撑乡村振兴
——访省人大代表董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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