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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
晚报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
报 马沂峰 通讯员 吕运奇）
11月 18日，光明日报发布
《2022年中国中小城市高质量
发展指数研究成果》，中牟县
上榜“双百强”，入围“2022年
度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市”居
62位，入围“2022年度全国科
技创新百强县市”居95位。

招商引资实力不断增
强。近年来，中牟县强化大
员招商、以商招商、精准招
商，一批重大项目相继签约
落户。2021年，中牟县新签
约项目 19 个，签约总额
329.28亿元，引进高质量项
目8个，其中1个百亿级头部
企业项目、2个 10亿元以上
高质量项目、5个5亿元以上
主导产业链项目。2022年以
来，中牟县签约项目18个，签
约总额完成243.63亿元。

围绕现代服务业，中牟

先后引进华强方特旅游度假
区、建业·华谊兄弟电影小
镇、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海
昌海洋公园、杉杉奥特莱斯
等项目，金世纪建国饭店等
五星级酒店正在建设，形成
了“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的
文旅消费产业链。

围绕先进制造业，先后
引进东风日产缸体缸盖生
产、青山变速箱、机动车质量
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博
尔越专用车、博奥车用激光
设备、飞龙汽车水泵生产等
项目，构建了“整车研发制
造、零部件生产、后市场服
务”全链条的汽车产业体系。

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
先后引进比克电池、江苏清
能大功率燃料电池等项目，
新能源产业快速壮大；先后
引进了仁合熙德隆抗肿瘤药
研发生产基地、中牧疫苗产
业基地、博凯健康产业园、贝

迪兽药生物制品等项目，生
物医药产业初具规模。

2021年中牟全社会研发
投入纳入政府统计8.1亿元，
同比增长11.7%。2022年组
织县域 132家企业完成年度
研发预算备案，拟开展科研
项目达到595个，拟投入研发
费用 8.78 亿元，同比增长
13.2%。

今年以来，中牟县已累
计推荐高新技术企业46家，
其中新申报企业32家；全年
入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86家，同比增长132.5%；备
案市级高新技术后备企业57
家；认定市级科技型企业 27
家；推荐省科技进步奖、市级
大型仪器共享、高层次人才
团队、科技企业孵化器、省市
级研发机构等各类项目 50
余项；落实省级科技扶持资
金约800万元、市级扶持资金
1332.25万元。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
晚报记者 刘怡辰 通讯员
李雪 文/图）@刘金凤LJF：
人生遇见这样的老师，是一
生中最美的风景之一。@专
注力：史上最强“开小灶”现身，
请问还收学生吗？@谈定微风
lo：真是幸福遇到这样的好老
师！……近日，惠济发布的
《在老师家吃“小灶”是什么体
验？学生：专业技能、体重双提
升》火出了圈，引起网友热议，
大家纷纷为老师点赞，对3个
学生也是各种的羡慕。这到
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3名外地学生无法回家
住进老师家

潘老师是郑州市科技中
专的美术老师，10月疫情暴
发后，学校停止线下教学，居
家上网课。姚玥、任泽辉、张
振宇 3名学生家在外地，根
据当地防疫要求，回家必须
集中隔离。但河南省美术联
考原定11月26日进行，他们
担心回家后集中隔离既耽误
时间又无法好好学习。潘老
师得知后，和学生及其家长
进行了沟通，将 3人领回了
家。截至目前，3人已经在
潘老师家住了30多天。

“3个孩子都是十六七
岁，非常懂事，我平时就很喜
欢他们。”潘老师表示，“周一
到周五，我给学生上网课，周
末他们还要学习文化课，有
时候会带他们去黄河边写
生，也算在休息中学习了。”

课余时间，3名学生也会
主动帮老师做家务，给老师打
下手。他们兴奋地跟记者表
示自己已经学会了切菜、包饺
子、做菜等多项生活技能。

“待遇好”，学习体重双提升
“谢谢老师让我们来她

家学习，手把手辅导我们。
经过一个月的学习，感觉自
己的专业水平也得到了很大
提升，感谢老师给我们开小

灶。”姚玥说。
在问到自己最大的改变

和收获是什么时，任泽辉笑着
表示，除了专业技能提升很大，
最大的变化就是体重了，“平均
每个人得长个五六斤吧。”

潘老师表示，平时家里就
她和爱人两个人，这次3个学
生住在这里，爱人也很开心，
可能会让他们住到学期末。

“高考是他们一生的大
事。这次河南省艺术联考对
他们的人生起着重要作用，因
为我的孩子也是美术生，我非
常懂得考试前这段时间的珍
贵，也是将心比心吧。”潘老师
对记者说，“帮助他们是我们
身为老师的本分，相信换作别
的老师也会这么做的。”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
州晚报记者 张朝晖 通讯
员 李众 薛永钰）“今天各
村售菜情况咋样，大家各
自在群里报一下。”“春水
东路高速路口附近还有大
量蔬菜，大家可以派业务员
去发发宣传单。”每天早 7
点和下午 5点左右，中牟县
韩寺镇各个工作群、商户
群、村民群内总能看到县委
副书记、镇党委书记魏玮发
来的消息，或询问，或指导，
或点赞。

“卖菜书记”线上搭销售平台
“从 10月份疫情防控

到现在，为了让全镇近5万
亩优质蔬菜卖得出、卖上价，
魏书记化身‘卖菜书记’，想
方设法帮助群众解决卖菜
难题。”韩寺镇古城村党支
部书记郭赵全告诉记者。

作为重要蔬菜产区，韩
寺镇进入11月份，白菜、萝
卜、包菜、花菜大量上市，草
莓、生菜、芹菜也压茬生
长。受疫情影响，前来收菜
的外地客商锐减，群众前
往万邦等批发市场交易又
具有防疫隐患。为确保疫
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两不误，
魏玮牵头成立了“韩寺镇三
农经济发展”平台，成立了
“三农经济发展助力群”“农
业委员信息群”等多个信息
沟通群，她既当管理员又当

信息采集员。百余名蔬菜
经纪人、农业合作社、果蔬
分拣企业线上入驻，发布采
买信息，主动扶危助困；268
名村级信息员每天收集当
日菜品种类，动态上报信
息。在她的努力下，线下“面
对面”交易变成了线上“点对
点”售卖，打通了蔬菜交易
信息共享“最后一公里”，销
路不畅问题有效缓解。

蔬菜和爱心走进千家万户
在她的牵头对接下，东

森分拣中心、润泽农牧、古
城村合作社、马家村合作
社、大李庄村合作社先后向
河南农业大学、河南经贸学
院、管城区紫荆山南路街道
办事处、建设银行、郑州银
行、招商银行、中牟县中医
院等单位捐赠优质蔬菜 10
余万斤，既让困难群众蔬菜
卖个好价钱，又把韩寺人的
大爱情怀送到抗疫一线，送
到千家万户。

11月 22日下午 6点，
魏玮又在群里统计起了各
村助农纾困情况。“润泽农
牧，今天两批蔬菜3万斤，配
送中原区各街道办事处。”
“大李庄村今天给社区运送
蔬菜礼包4000包，共计5万
多斤。”“东森分拣中心今日
收购8吨精品蔬菜。”……

据不完全统计，韩寺镇
目前已售菜超过1500多吨。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
州晚报记者 薛璐 通讯员
李晓娟）“几种热门的消毒
湿巾、尿不湿产品都卖断货
了，现在正在加紧生产。”11
月22日，新密市岳村镇逸祥
卫生科技公司，车间生产线马
力全开，厂区内部生产繁忙而
有序。该公司财务负责人王
永亮介绍，今年“双11”，公司
单周的销售额为1.16亿元，超
去年11月份销售额近30%。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政府施
策精准、有效、高效。以逸
祥公司为例，10月中旬，疫
情胶着，物流受阻，对于备
战“双 11”的企业来说是致
命打击。为最大限度保证
企业生产销售，新密市对全

市重点企业实行“一企一
策”“特事特办”“协力通办”
等。主管职能部门新密市
科工信局包企专员入驻企
业，帮助企业申请“白名
单”，确保生产不停工；属地
政府岳村镇安排医疗队支
援抗疫，帮助企业办理货车
通行证，确保销售不停滞。

疫情期间，新密千名驻
企联络员每天联系企业，了
解物资供应情况，协购、代
购急需的生活物资和药品，
保障企业员工的正常生
活。据不完全统计，本轮疫
情发生以来，新密市输送农
民工 5000多人，连上断点
物流 6000多车次，为远东
耐材、华威齿轮等 120家企
业办理货物通行证960份。

书记当群主帮助菜农卖菜
中牟韩寺镇目前已售菜1500余吨

新密千人驻企助力复工复产
连上断点物流6000多车次

投资潜力第62位 科技创新第95位

中牟县上榜全国“双百强”

3个学生住进家
老师辅导学习又“当妈”
网友：史上最强“开小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