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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时光二十大时光

今早出门一股寒气袭来，气温明显降低，但是学习
的热情依然高涨。

今天下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主
席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今
天也继续召开了分组会议，讨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我
最后一个作了发言。

发言中，我用了半小时左右将圆方集团继往开
来、奋进新时代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到学校，学习二十大
精神已蔚然成风，党员干部群众都热情高涨。我们应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
的方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党的二十大代表 薛荣

党代表日记

科技创新赋能传统行业数智化升级
本报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毛炜煜 文/图

让中国饭碗装更多河南粮
本报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朱林栓

10月 18日，秋日的阳光倾洒在中原大地，
隆隆作响的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中牟县
大孟街道办事处湾刘村的种粮大户赵崇伟正
忙着播种小麦。

“我全程收看了党的二十大开幕会，认真
学习了二十大报告内容，信心倍增，感到无比
振奋。特别是报告提到‘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
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
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听到这样充满力
量、充满自信的话语，心里更有底儿了。”赵崇
伟说。

赵崇伟指了指前方一块刚流转过来的20亩
土地说：“以前，这片土地杂草丛生，略显荒凉，今
年我以每亩土地500元的价格流转过来也要种
上小麦，再过两天计划种植的120亩小麦就全播
种完了，看来我扩大种粮规模是对的。”

赵崇伟表示，今年种植的小麦全部是高产
型，每亩产量比普通小麦多 200斤，可增加收
入320元。

湾刘村种粮大户赵和平说：“二十大报告提
出‘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我觉得农业强国就
是要走机械化、科技化、智能化的道路。下一
步，我准备同村里的种粮大户联合起来，增加科
技投入引入智能浇灌系统来提高粮食产量，实
现粮食种植规模化，让种田更有科技范儿。”

“近十年来，俺家的收入可谓芝麻开花节节
高。粮食种植面积从 30亩到 60亩，再到 120
亩，规模不断扩大，这几年又从事苗木花卉基地
等多种经营，年纯收入达到15万元，我为成为
种粮大户感到十分自豪。今后要认真学习贯彻
二十大精神，多种粮、种好粮，让中国人的饭碗
装更多河南粮食。”赵崇伟自信满满。

“三大产业”打开“致富门”
本报记者 张立 文/图

“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五位一体的乡村振兴，这就是今后全村的
工作思路。”10月 18日，新郑市观音寺镇岳口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任强与村里
党员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

岳口村地处三县交界，又称“三县村”。由于地处偏僻，村庄虽然摆脱贫
困，但村民收入不高，被上级确定为低收入村。军人出身的任强是郑州市党
史办干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一年多，带领村庄实现乡村振兴，是工作队的
主要任务。

顺着村西一条山路蜿蜒向上，便看到山腰上各种果树，葡萄、猕猴桃、甘
蔗……秋天，正是冬桃和晚苹果的采摘季。“大集体时代，岳口苹果远近闻
名。”合作社负责人杨会军自豪地说，有大棚、果树、羊肚菌、草莓等产业，直
接带动全村二三十户贫困人口就业，为村民脱贫做出了贡献。

“光伏发电，水果、羊肚菌种植，乡村旅游是村庄的三大产业。”任
强说，村里建成了光伏发电站，每年集体收入 30 多万元，羊肚菌种植
进入第二年，收益明显好于初年，眼下正在谋划围绕水果采摘发展乡
村旅游。

步入岳口村小学，一幅幅油画装饰的墙体，让人眼前一亮。油画的作者
是年轻的驻村工作队员方骜。他说，前不久工作队帮助小学整修改造，新操
场铺上了红色的塑胶跑道，一旁的白墙显得单调。于是，方骜发挥特长绘制
了精美油画，让乡间小学充满艺术氛围。

乡村振兴，文化铸魂。任强说，二十大报告为我们指明了道路。驻村工
作队除了继续完成村小学的升级改造外，还要启动建设村史馆，通过宣传村
史、孝道和乡贤文化，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凝聚民心民意，推动建设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新岳口。

“真菌之花”撑起“致富伞”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宋要卫 文/图

以技术领先打造中国品牌
本报记者 王译博 通讯员 董超雯 文/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对乡村振兴进行了全面的安排部署。乡亲们一定
要好好干，为国家粮食蔬菜安全也尽一分力。”李家沟退伍老兵陈占怀一边
抱起菌棒往三轮车里放，一边为制袋的菇农鼓劲。

夕阳西下，登封市纪委监委驻李家沟村工作队与村组干部又拿着皮尺
奔走在田间地头，为明年李家沟村菌类发展项目的落地选址忙碌着。

“这蘑菇，真漂亮，像花儿一样。”“这叫黄金菇，菇身金黄，被称为‘真菌
之花’。”10月 18日，第一次来村里菌类种植基地的登封市大金店镇李家沟
村民郑红与菇农薛大妞满脸喜悦地聊着天。

走进李家沟村，30余座菌类种植大棚错落有致分布在山沟两沿，点缀着
豫西这个普通的小村庄。“是驻村工作队帮李家沟村走上了致富路。”薛大妞
十分感激地说。

三年前，登封市纪委监委驻李家沟村第一书记宋宁博将目光锁定了生长周
期短、资金回笼快的食用菌种植上，带领村民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规模化、
标准化、产业化菌类种植。2020年4月成立李家沟村乡村振兴办公室，开办特
色学堂，为新思想、新文化、新技术在村子里传播打下基础。

乡村要振兴，产业要兴旺，如何调动村民积极性共同参与集体产业
发展？

2020年 5月，李家沟村运用驻村第一书记专项经费动工兴建食用菌大
棚。可是村民顾虑重重，没钱更怕赔钱，不懂技术，找不着客户……为打消
村民的顾虑，工作队拿出1万元作为产业发展赔青基金，如果大棚建成没有
人承包，造成的损失由工作队承担；如果产业发展不达预期，平菇产业发展
失败，资金不再收回，给老百姓吃下了定心丸。

通过走访协商，成立了以本村村民曹建超、常建秋为核心的技术服务团
队，逐棚逐户手把手指导村民栽培管理；登封市纪委监委做好后盾，牵线搭
桥协调商超等消费市场。一时间，李家沟村 13座大棚成了香饽饽，被一包
而空。随后，李家沟村的食用菌大棚也越建越多。从 2020年起，李家沟食
用菌种植已覆盖4个自然村，建设菌类种植大棚30余座，年产值达400余万
元。从品种培育到制棒，从平菇、黄金菇、羊肚菌种植到产品深加工，从冷
鲜、收储到烘干，李家沟村的食用菌产业形成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完整
产业链条，市场抗风险能力更强。

“‘森鹏’刚成立的时候只有三个人。”十
年前，已在国内某大型主机厂做到要职的董
社森，决意辞职创业，要去圆自己的“科技创
业”梦。

梦想很丰满，现实总是不尽如人意。虽
有一身的行业技术与经验，最初的三年却举
步维艰。“我们这个行业，从技术研发到通过
市场验证实现‘造血’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周
期。因为深层技术全是靠自主研发，所以光
研发就花了两年时间，到了第三年年底才开
始有销售。”

起初的三年遇到了研发一度无进展、资
金短缺等一系列难题，基于对行业的深度理
解和对市场用户需求的深度挖掘，经过大量
的测试、验证之后，郑州森鹏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研发的首款产品一经推出便大受市场欢
迎。在创业第四年，森鹏实现了盈利。

十年磨一剑。如今十年已过，最初的“三
剑客”成了 300余人的团队。“二十大报告提
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
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全国人民这十年的
努力成就了非凡的中国，而这十年也是森鹏
的澎湃十年，围绕着科技、人才、创新这三大
命题在答题。”董社森介绍，整个团队研发人
员占比过半，博士 3人、硕士 15人、大学本科
及以上175人，占公司总人数的59%，核心技
术全为自主研发。产品种类也由最开始的一
两款，扩充为客车电器系统、智慧环卫系统、
工程车辆电器系统、物联网软件平台四大类
别，并在多个领域实现行业首创。

如今的森鹏拔节成长：2021年以来，被
认定为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又

获得郑州市黄河人才计划项目“创新领军团队”称号，入选
郑州市“创新领军团队”。如今，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双软”
认证企业、瞪羚企业、郑州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郑州市高
成长企业、亩均论英雄A类企业、省定重点上市后备企业、
郑州转型创新杰出企业……这些都是“集聚力量进行原创
性引领性科技攻关”而结下的累累硕果。

针对行业发展趋势，森鹏专为商用车设计研发的全芯
片数字配电模块，相较传统机械式保护，数字化、智能化管
理的优势明显，“不用到车上去，就能够知道线路用电量是
否正常、是否超负荷、接线柱是否发热等，实现信息化的共
享与控制，更好地保障车辆安全，让科技与人文关怀高度契
合。”森鹏创新团队成员、该系列产品主要负责人说，由于是
全国首推、性能较好，颇受市场欢迎。目前，森鹏全芯片数
字配电模块用于新能源客车、工程机械、环卫等领域，已在
国内批量装车4万余套。

二十大报告又给出新命题：“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自主研发路上努力突围，
秉持着一颗精益求精的“初心”，让科技充满温度，用“智”绘
制美好生活，森鹏人一直在路上。

智能助行器、人形机器人……走进位于中原科技
城创新孵化基地的中原动力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总
部，专利证书和各类荣誉牌匾挂满了墙，展厅里整齐
摆放的一排排产品充满“未来元素”，让人深切感受到
科技魅力。

“作为一家科技创新企业的领头人，怀着激动的
心情收看了党的二十大开幕会。习近平总书记代表
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对科技创新工
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我们广大青年科技创业者指明
了方向，深受鼓舞。”中原动力CEO林杰这样说道。

“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林杰办公桌的笔记本
上记满了二十大报告摘要、精彩语句，在他看来，从
中原动力落户中原科技城的第一天起，始终秉承“始
于中原，驱动世界”的初心，这与国家对科技创新要
求完全契合。

从时间回眸：中原动力成立于 2019 年 12 月，

2020年 5月正式运营，是中原科技城首批签约入驻企
业。目前，中原动力已经完成了机器人研发到制造，
再到应用的上游、中游、下游全产业链布局，旗下业务
面向智能制造和公共服务两大领域，成功与富士康、
洛轴、郑煤机、米其林和内蒙古一机等行业头部企业
开展深度合作，为传统行业数智化升级赋能。

“企业刚刚落户到中原科技城时，我说过到郑州投
资兴业不仅是郑州市委、市政府满满的招商诚意，更
因为这座城市在科技创新方面拥有的广阔前景，现在
看到企业发展得这么好，我的信心更足了。”林杰表
示，锚定新目标，自己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带领中原动力整个团队，以国家战略和市场需求
为导向，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工业和服务业两
大板块持续发力，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落地应用，
让更多工厂通过我们的智慧化改造服务提升生产效
能，让更多中原动力生产的智能机器人便利人们的生
产生活，以创新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为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实施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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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报告中多次提到科技创新，作为
一名高新技术制造企业负责人，我既充满信
心，又感到责任重大。”中铁装备党委书记、董
事长赵华表示，“今天的中铁装备，在‘三个转
变’之路上走得蹄疾步稳，已成为中国装备制
造业‘走出去’最为闪亮的创新名片之一。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创新作为
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努力占领世界掘进机
技术制高点，为中国建成装备制造业强国作
出贡献。”

10月 18日，在位于我市经开区的中国中
铁装备集团国家TBM产业化中心内，两台直
径 10.23 米的硬岩掘进机“高原先锋号”正在
紧张拆机中，即将运往高原高寒铁路隧道项目
建设现场。

不远处的盾构总装车间内，吊装、焊接、调
试……工人们忙碌而有序地作业中，一台台

“庞然大物”引人注目。赵华告诉记者，我国首
台出口德国的盾构机正在紧张生产中，旁边的
工位上，出口土耳其的直径8.54米土压平衡盾
构机有一台已经下线，另外一台也将于近期组
装完成、迎接验收。

进入 2022年以来，出口葡萄牙、奥地利、
意大利、卡塔尔等隧道掘进机陆续下线、始发，
用于珠海隧道、高原高寒隧道的隧道掘进机先

后出厂……专业从事隧道掘进机研发制作的
中铁装备集团，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能力持
续提升。

近年来，为了在科技创新上实现持续突
破，中铁装备在自有技术人才的基础上，联
合浙江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中南大学等国
内高校，成功完成了跨海隧道施工装备关键
技术及产业化，超大直径泥水盾构关键技术
研究及应用研究项目，打造了占据市场优
势、掌握核心技术、拥有一流团队的“世界一
流大盾构企业”。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
造”转变的这条道路上，中铁装备不断刷新
着记录。

数据显示，2010 年至 2021 年底，中铁装
备集团盾构/TBM 累计订单从 17 台增加到
1300 台；公司主要产品应用从国内的 3个城
市扩展到国内 40多个城市以及国外 29个国
家和地区，连续 10 年名列国内市场第一；创
造了国内首台复合式盾构、首台硬岩盾构、首
台硬岩泥水顶管、世界最大的矩形盾构、世界
最大硬岩TBM等多项国内和世界第一，是国
内唯一主持国家“973”项目的掘进机企业、国
内唯一实现产品出口欧洲的掘进机企业，也
是国内唯一荣获中国质量奖和中国工业大奖
的掘进机企业。

水果种植是岳口村三大产业之一

李家沟村菌类种植基地种植基地

中铁装备盾构机生产车间

AI+3D视觉系统，为城市装上“智能大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