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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普陀区船舶修造支

撑基础更加稳固，规上工业研发

机构已实现全覆盖。玻璃钢船、

LNG船等新型船舶加速研制投

运。全区产值破亿制造业企业

达到22家。

家

穷，是宁夏南部山区很长时间里留给世人的印象。可

是，靠什么才能撕掉这个标签？

科技能辟蹊径。在科技部的大力支持下，宁夏实施了

“科技支宁”科技扶贫东西协作行动，集中引进、集成、转化

一批国内先进适用技术。

除了部区合作，闽宁合作、科技特派员、科技扶贫指导员

等模式多管齐下，为产业扶贫提供了有力支撑。

2020 年年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场新闻

发布会，再次让科技扶贫成为焦点。

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介绍科技助力打赢脱

贫攻坚战相关情况，一同出席的，还有宁夏科技

厅党组书记、厅长郭秉晨。

穷，是宁夏南部山区很长时间里留给世人的

印象。可是，靠什么才能撕掉这个标签？

科技能辟蹊径。

在科技部的大力支持下，宁夏实施了“科技

支宁”科技扶贫东西协作行动，集中引进、集成、

转化一批国内先进适用技术。

除了部区合作，闽宁合作、科技特派员、科技

扶贫指导员等模式多管齐下，为产业扶贫提供了

有力支撑。每一寸黄土地上，广大科技工作者都

写下了精彩论文。

三九天，寒潮频袭，中卫市海原县关庄乡高

台村的马铃薯，正面临着冻伤危险。

在宁夏，马铃薯是致富薯，更是振兴薯。村

里窖藏马铃薯为了保暖，将通风孔和门等全部密

封，但此时又出现一个问题，这会导致窖内二氧

化碳过高，使马铃薯失去活性，来年种子不发芽。

若在以前，科技厅驻村第一书记曾明和扶贫

队员陈建军、李群肯定急坏了。而今，他们胸有

成竹。

“我们给马铃薯种子贮藏窖安装了智能监测

仪，可以通过手机 App实时监测温度、湿度、二氧

化碳浓度等指标，随时予以调整，找到最佳平衡

点。”曾明说。

在驻村工作队的努力下，高台村围绕主导产

业马铃薯种植，成功实现“五个一”产业发展目

标：一个百亩良种繁育基地、一个千亩新品种新

技术推广基地、一个科技扶贫服务站，户均帮扶

一头良种猪仔、人均帮扶一亩地以上籽种肥料，

建档立卡户全部脱贫销号。

而在科技厅驻村帮扶的另一个地方——海

原县关桥乡方堡村，工作队围绕香水梨特色种植

加大了技术培训力度，并协助专业合作社实施香

水梨冷藏保鲜和深加工，科技助力扶贫效果同样

明显。

目前，全区共有 1504支驻村工作队、3900多

名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积极响应号召，主动担

当作为，将智慧和汗水播洒在战贫一线。

通过创新驱动精准扶贫，这是方向。

近年来，宁夏针对贫困地区突出存在的两大

短板——产业和人才，动员各种创新力量开展结

对帮扶。

以科技特派员和“三区”科技人才两个专项

为载体，1000 多名科技特派员常年活跃在科技

扶贫一线，以科技创业带动产业发展和技术推

广，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为确保群众真脱贫、脱真贫，从 2018 年起，

170名科技扶贫指导员根据专业组合成37个产业

扶贫工作队，深入170个深度贫困村开展工作。

举一纲而万目张。

与此同时，宁夏改革优化科技扶贫工作机

制、管理模式和项目管理，《自治区科技助力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的出台，既调动了管理部门的激情，又激发了科

研人员的热情。

多方力量江流入海

扶贫关键在产业，产业关键在科技。

而科技扶贫，贵在精准，如再冠以有力后盾，

再强大的“拦路虎”也定会拿下。

1996 年，中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自

此，从闽江水畔到六盘山下，“闽宁对口扶贫协作

援宁群体”千里驰援，接力攀登，为宁夏植入了福

建改革发展的创新理念，将单向扶贫拓展到经济

社会建设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

位于六盘山区的宁夏西海固地区，素有“苦

瘠甲天下”之称。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着这里

的贫困群众。

“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总书记这一重要讲话，为渴望破茧而出

的宁夏指出一条明路。

2017 年，徐南平副部长在宁夏表示，要组织

国家级专家在贫困地区实施全国成熟适宜科技

成果示范转化，助推宁夏脱贫攻坚。第二年初，

科技部与宁夏科技厅联合实施了“科技支宁”科

技扶贫东西协作行动。

聚焦草畜、马铃薯、小杂粮、中药材和冷凉蔬

菜五大产业发展瓶颈，一大批专家啃起“硬骨头”。

从山西农科院引进的小杂粮渗水地膜穴播

技术，大面积推广平均单产达到600斤，是传统产

量的2—3倍。在去年旱情较重的一年，核心示范

区平均亩产达到 713.1公斤，产值 4278.6元，亩纯

收入3568.6元，创下宁夏谷子种植效益历史新高。

“这项技术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郭秉

晨认为它之所以成为“香饽饽”，是因为老百姓看

到了科技的力量，仅两年时间就推广近 30万亩。

最给力的是扶贫效果。

“为农民增加收入超过 3亿元，助 300多户建

档立卡户实现脱贫。”宁夏科技厅农村科技处处

长徐小涛说。

更让项目实施团队负责人程炳文欣喜的，是

谷子已经由传统的抗旱救灾作物变成了新型经

济作物，“当务之急是把产业框架打好，逐步将小

杂粮发展为宁夏脱贫攻坚主导产业”。

另外，从中国农业大学引进的肉牛“一母两

犊”饲养技术，每头可为养殖户增收 2000 元以

上；从浙江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引进的冷凉蔬

菜优新品种和高效栽培技术，能使蔬菜单产平均

增加 15%……

借力东西部科技合作机制，宁夏使扶贫效果

达到最大化。

东西合作硕果盈枝

生态移民比重大，是宁夏脱贫攻坚的一大

特点。

全区 690万人，仅扶贫生态移民搬迁人口就

达到 123 万，占总人口的近 18%。如何实现移民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要答好这道难题，并不

轻松。

自治区党委政府想到的良策，还是产业。

贺兰山东麓是宁夏生态移民的集中安置区，

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的支持下，覆盖全产

业链的科技攻关全面展开。目前，宁夏酿酒葡萄

面积已接近 50 万亩，也是全国最大的优质葡萄

种植区域，带动劳务及移民就业 12万人。

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的吴忠市红寺堡区，大

片优质黄花菜随风摇曳。经过当地政府在产业

结构调整、生产技术改进及产品深加工等方面持

续发力，如今它已成为农民增收的“明星菜”。

始终抓住重点产业不放松。

日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联合印发

《自治区九大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因

地制宜制定发展目标，量体裁衣绘制发展路线。

枸杞、葡萄酒、奶产业、肉牛、滩羊和电子信息、

新型材料、绿色食品、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自此成

为宁夏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前景的重要抓手。

在科技的支撑下，宁夏贫困地区脱贫产业快

速发展，带动农民人均收入从 2015 年的 6818 元

增加到如今的 11450元，几乎翻了一番。

2020 年 11 月 16 日，最后一个贫困县西吉正

式宣布脱贫摘帽。至此，全区 1100 个贫困村脱

贫出列，80.3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贫困虽脱，余力不遗。

元旦刚过，宁夏农林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所长梁小军就赶往固原市西吉县什子乡马沟村。

这里是草畜产业提质增效技术集成示范项目两个

核心示范村之一，他是项目实施团队负责人。

“要尽职尽责善始善终啊，不能因为项目结

束了，就不顾不管了。”梁小军说。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科技作为巩固脱贫

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进一步加强东

西部科技合作，努力走出一条欠发达地区依靠科

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路。”郭秉晨表示。

产业扶贫余力不遗

科技扶贫科技扶贫 小省区探路大模式小省区探路大模式

科技日报讯 （记者江耘 通讯员刘慧琳 杨姗姗）记者从浙江绍兴市

城投集团获悉，1 月 1 日，绍兴二环西路智慧快速路工程鉴湖大桥东西两

侧地面桥梁提前通车，双向六车道与主线道路顺利连接。

记者了解到，鉴湖大桥拆建因其技术难点多、建设难度大、安全风险

高，被中国铁建系统列入 2020年度全球新立项的 12项技术重难工程科研

攻关项目之一。此次实现提前通车，也为该智慧快速路 2022年亚运会前

建成通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鉴湖大桥总长 195米，由一座高架主桥和东西两侧地面桥梁三座大

桥组成，最大跨径 85米。两侧地面桥梁采用国内首创连续三跨变截面钢

箱梁滑移施工，创造了国内最大重量和最大截面高差的纪录。”据绍兴市

城投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项目部必须克服复杂条件下水上大跨度钢箱

梁安装、既有多跨拱梁组合桥拆除及钢箱梁变截面高精度立体加工与拼

装等难题。

为此，绍兴市城投集团会同中铁二十二局成立了技术专家组，多次论

证施工方案，创新实施了累计顶推滑移施工方法，为国内首创并已申请国

家专利。

该负责人表示，为安全高效建设，项目部还积极推广四新技术应用，

在钢箱梁的加工生产中，采用了可调式智能化胎架加工制作工艺，通过调

整胎架高度，实现对钢箱梁拱度的精确设置，简化制作工序的同时有利于

钢箱梁滑移的无缝拼接。

此外，在桥面铺装方面，该项目部创新采用 ECO 改性聚氨酯钢桥面

铺装技术，这一“去沥青”“单层”的技术体系，可有效解决车辙疲劳、低温

收缩、水损害和老化等典型伤害，且工序简单，无需大型设备作业，有效提

高了建设效率。

据介绍，作为 2022 年杭州亚运会配套工程，绍兴二环西路智慧快速

路项目总投资约 47.76 亿元，全长 9.02 公里，采用“主线高架＋地面桥梁”

的建设形式。项目采用了“标准化设计、工厂化制造、装配式施工、信息化

管理”的建设方法，融合 BIM 设计、5G 现代通信网络、智慧芯片等现代技

术，实现网联车测试系统、智慧云控平台等先进功能，预计将有效缓解交

通拥堵现状。

绍兴鉴湖大桥地面桥梁通车

创两项国内纪录

科技日报讯 （记者龙跃梅）1 月 5 日，记者从广州地铁集团公司与美

的集团联合举办的超高效智能环控系统及智慧运维云平台关键技术科技

成果评估会上获悉，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徐伟等领衔的专家组一致认定，广

州地铁和美的暖通与楼宇联合研发的“超高效智能环控系统及智慧运维

云平台关键技术”创新成果突出，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随着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技术水平的发展与成熟，越来越多的大、中型

城市兴起轨道交通建设的热潮。在此背景下，如何提高车站空气质量及

乘客舒适感、降低地铁“耗能大户”的通风空调系统运行能耗，成为国内地

铁行业研究的重点。

据了解，该项目自 2017 年成立项目组以来，在广州地铁白江、新塘、

嘉禾望岗、车陂南示范站点经验总结基础上，从系统设计、设备研发、制造

施工、检验监测、运维评估五大维度重新构建建设管理流程，在行业内开

创性地从系统递进整合的角度，先后提出机房能效比、环控空调系统能效

比等多个具有前瞻性的能效判定指标，通过神经网络算法实时预测车站

内的人体热舒适指标（PMV），动态调节车站公共区的送风温湿度、送风

量、二氧化碳浓度，在降低环控系统能耗的同时保证乘客的舒适性体验。

“超高效智能环控系统及智慧运维云平台关键技术”是广州地铁和美

的集团联合承担的“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复杂环境下城轨车

站设备及系统能力保持技术”子任务。

让地铁节能又舒适

广州一技术达国际领先水平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张集镇政府重点扶持香菇种植，我坚定

了发展香菇种植的信心。我一开始不懂技术，菌业基地给了大量的技术

指导，我逐渐改进了种植技术。现在，从雾化、注水到采菇等各个环节，我

都掌握了相关技术，既节省了人力，又提高了产量。每个大棚能储存菌棒

8500个左右，每个菌棒纯利润达到 3块钱，每个大棚每季纯利润就能达到

2万多元。”山东省菏泽市单县张集镇张集村村民王立新 1月 14日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

单县张集镇镇长黄鹤介绍，张集镇变“雨露均沾”为“精准灌溉”，整合

全镇扶贫资金，打造特色香菇产业。

“在基地发展初期，因技术不成熟，粗放式管理，造成了部分菌棒感

染，出菇产量被大大降低。”张集镇副镇长王培波说，“我们立即与山东农

业大学进行联系，邀请农业学教授到菌业基地指导菌棒生产，及时发现感

染原因并进行技术改造，同时聘请专业技术团队多方位、全过程指导香菇

生产，建设无菌车间、规范操作流程，大大提升了产量。”王培波说。

“科学规划，张集镇自 2017 年起实施三步走计划，一步一个脚印，现

已完成前两步，正在铺开发展第三步。”黄鹤说，第一步整合 25 个村 1900

余万元扶贫资金入股，成立香菇种植产业扶贫示范基地，占地 160 余亩，

年产菌棒 200余万棒。第二步 2018年至 2019年发展村级示范棚，按照不

同方位选择 7个村建设 73个出菇棚。第三步鼓励带动本地区乃至周边乡

镇群众自己建棚种菇，香菇种植基地的功能转为提供菌棒、提供技术、帮

助销售，最终实现人人参与、遍地开花的特色产业体系。

扶贫资金“精准灌溉”

香菇特色产业助山东农户增收

历时 3个月打造交易平台、首笔线上业务交

易量达 1.18 亿立方米……2020 年 12 月 28 日，落

户舟山普陀的浙江天然气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在

杭州揭牌运营并完成首笔业务，成为浙江省首

家、全国第五家投入运营的天然气交易平台。

据悉，该交易中心预计 2021 年实现天然气

贸易量 30亿立方米，完成天然气交易额 60亿元，

预计未来五年交易额将超过 600亿元，将建成华

东地区最大的天然气交易中心，助推普陀形成千

亿级能源结算规模。

地处我国东部黄金海岸线与长江黄金水道

的“T”型交汇口，浙江普陀区是中国东部沿海和

长江流域走向世界的主要海上门户和江海联运

的重要枢纽，海域面积达 6269.4 平方公里，是我

国海岛数量最多的县区。

肩负浙江自贸区、舟山群岛新区等国家战

略，近年来，浙江普陀区扎实推进油气全产业链

建设，同时发力海洋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通过

深化以金融、大健康、海事服务产业为核心的“三

位一体”产业格局增强发展后劲。

引入金融活水 赋能油气产业

2020 年 10 月下旬，浙江省空港租赁有限公

司与舟山市六横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六横）签订了总金额 2亿元的融资租赁售后回

租合同。该项目资金用于支持六横中石化 LNG

项目及浙江省能源集团 LNG 项目的投资建设，

是普陀区完成的首单油气产业融资租赁业务。

“此举标志着普陀金融小镇的金融服务触

角，成功延伸至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油气全产业

链的建设发展之中。”普陀区自贸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区自贸中心会以此次售后回租合同签订

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招商和服务，助力普陀区深

度融入油气全产业链。

“打造油气全产业链，六横是重要一环，我们

看重的就是这点。”该项目负责人、浙江省空港租

赁公司市场部总经理闻澍认为，随着中石化

LNG 接收站以及浙能 LNG 接收站项目的落地，

六横在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油气全产业链建设

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

在融资租赁产业的助力下，截至 2020 年 11

月，普陀金融小镇已累计为省内 5000 多家企业

提供融资支持，融资租赁合同余额同比提升

61%，服务地方经济量质并举。

目前，普陀金融小镇已招引浙江天然气交易

中心等一批重大项目，共落户企业 135 家，完成

年度目标的 900%；实到市外资金 24.5亿元，完成

年度目标的 490%；税收已赶超去年总额，完成年

度目标的 300%。

“十三五”期间，普陀自由贸易先行区建设成

效明显，共集聚油品企业23家，开展“同一商品编

码下保税燃料油混兑”“不同税号下保税燃料油混

兑”“一船多地多供”等业务，年船供油量达255万

吨，占市年船供油量的60%以上、全国的1/4。

铸造耕海金犁 加持海事服务

眺望国电舟山普陀 6号海上风电场，63台风

电机组如巨人般耸立于海面，每年可发电 7亿千

瓦时以上，供应 25万户家庭用电……

“这 63台风电机的组装零件中，有 30多万个

由我们公司制造。我们采用热处理速度更快的

中频加热工艺，可使工件的加热冷却更加均匀，

最终产品叶片螺栓的低温冲击性能提升约 30%，

抗疲劳度提升约 25%，更能适应海上大风环境。”

舟山市正源标准件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斌告

诉记者，公司包办了全国 70%的海上风电用高强

度螺栓业务，今年前三季度的产值达到 8亿元。

从海上风电到船舶绿色修理，从海洋信息采

集到新材料船研制开发，“普陀制造”越发成为浙

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服务业的重要加持。

在 2020年 11月初举行的中国“绿色修船”论

坛上，万邦永跃总经理陈勇表示，公司已与德国

哈莫尔曼、奥地利瑞普特斯建立国际“绿色修船”

高新技术联盟，通过三方合作，要将世界一流的

超高压水射流设备制造和污水处理循环利用的

技术装备制造生产线带到中国。

据介绍，该联盟将在普陀区合作开发建设一

流“绿色修船”智能装备机器人的基地，逐步实现

“绿色修船”智能装备零部件的国产化，为世界船

舶修理企业提供优质的“绿色修船”高端装备。

现如今，“绿色修船”装备已是普陀海洋高端

装备制造的一张新名片，入选了 2020 年度浙江

省首台（套）装备工程化公关项目。

普陀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普

陀区船舶修造支撑基础更加稳固，规上工业研发

机构已实现全覆盖。玻璃钢船、LNG 船等新型

船舶加速研制投运。全区产值破亿制造业企业

达到 22家。

借力浙江自贸区建设 普陀海洋产业攒后劲
◎洪恒飞 杨翼荣 本报记者 江 耘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1717日日，，宁夏科技厅驻海原县关庄乡高台村工作队举宁夏科技厅驻海原县关庄乡高台村工作队举
办的马铃薯大赛办的马铃薯大赛，，极大地激发了村民科学种植热情极大地激发了村民科学种植热情。。 王迎霞王迎霞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