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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朱 喜

2 月 20 日，记者从广州市人民政
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广州推进建设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
了解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明确，大湾区将建设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时值《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两周
年之际，广州市梳理 2 年来交出的科
创成绩单。

市科协：16个创交会成果转化基
地落子大湾区城市

广州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张
勇介绍，创交会已成为立足粤港澳大
湾区、辐射全国、面向世界的重要科
技成果转化平台。从 2018年至今，连
续三年的创交会上，来自粤港澳大湾
区的参展项目超过 50%，据不完全统
计，历年来成功转化落地的创交会科
技成果项目，超 70%落地粤港澳大湾
区。

2020 年 5 月，广州被列入中国科
协“科创中国”首批试点城市。2019
年 11 月，在中国科协的指导下，广州
市科协倡议并与广东省科协、深圳市
科协、香港京港学术交流中心、澳门
科学技术协进会共同发起成立粤港澳
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联盟。首批联盟
成员单位 140家。

联盟成立至今，推动了粤港澳大
湾区金属新材料产业联盟、区块链联
盟、互联网联盟等一批专业联盟的成
立。互联网联盟在疫情期间建立在穗
港澳 IT 人才互助通道。区块链联盟
在联合粤港澳三地 42 个区块链相关
单位基础上，新发展会员 160家，专家

顾问 39位，引进区块链企业 243家，累
计投资 14个区块链项目，投资总额达
4000万元。

市科技局：率先实现粤港澳大湾
区市级财政科研资金跨境流通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一级调研员
（市管）李江介绍，广州正着力推进穗
港澳协同创新，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取得明显成效。

在深耕科学发现方面，南沙科学
城被省纳入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主要承载区。在推进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方面，华南技术转移中心
正式上线“华转网”。

目前，在穗工作的两院院士 115
名，颁发人才绿卡 7600 余张，引进外
籍高端人才 3234 名。完成 2019 年度
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补
贴受理和发放工作，为 1902位境外高
端人才拨付财政补贴 5.88 亿元；认定
港澳台和外籍高层次人才 135人。

不但科技创新，广州也在科技制
度创新上努力探索。科研经费使用

“包干制”等全国领先政策先行先试；
百亿规模的粤港澳大湾区科技成果转
化基金落户；科技计划面向港澳开
放，率先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市级财政
科研资金跨境流通。

同时，广州与深圳签署科技合作
协议，充分释放“双区驱动效应”。完
成科技领域推进广深战略合作第一批
重点项目，推动广深大型科学仪器开
放共享和科技评审专家库互通，与深
圳联合共建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省实
验室，建设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省实
验室香港分部、深圳分部。

随着粤港澳呼吸系统传染病联合

实验室、粤港澳光电磁功能材料联合
实验室等 10 家实验室获批粤港澳大
湾区联合实验室，在穗粤港澳联合实
验室占全省一半。

黄埔区：与港澳高校共建粤港澳
大湾区协同创新研究院

“2020 年黄埔区、广州开发区研
发经费投入占 GDP 比重达 4.38%，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广州高新区综合排
名连年攀升，从全国第 12位跃升至第
6 位。科技部遴选瞪羚企业数量连续
5 年居全国高新区前四，上市企业累
计 63 家，居全国开发区首位，新一代
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
产值占全市 50%以上。”黄埔区副区长
贺璐璐介绍说。

据悉，黄埔区、广州开发区推动粤
港澳三地高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
对接合作，打造协同创新共同体。据
介绍，该区与香港科技大学、澳门大
学等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研究
院，清华珠三角研究院粤港澳创新中
心已与香港浸会大学等合作开展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香雪制药与澳门大学
共建的“穗澳中医药标准化国际化创
新转化中心”已成立。推动科技企业
赴港上市，目前该区有 11家赴港上市
企业。

华南理工大学：2019年来新增科
研总经费近50亿元

华南理工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
长邹浩介绍，目前校区已成立生物医
学科学与工程学院、吴贤铭智能工程
学院、微电子学院、分子科学与工程
学院等面向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急
需的“新工科”学院及华南软物质科

学与技术高等研究院、“华工-港科
大”联合研究院等若干研究院，为大
湾区未来产业发展打造了强劲的新引
擎。

2019 年以来，华工新增科研总经
费近 50亿元。其中，牵头承担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等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课
题 70 余项，总经费近 5 亿元。记者在
会上获悉，华工连续多年在《在穗主
要高校支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报
告》中的总体支撑指数和科技成果转
化指数均为 100 分，稳居广州高校首
位。

南沙区：明珠科学园目标2023年
投入使用

南沙科学城是广州市和中国科学
院共同谋划、共同建设的科创资源集
聚高地，将建设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主要承载区。其
中，明珠科学园是南沙科学城核心区
域。南沙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谢明
介绍，明珠科学园于 2020年 11月全面
开工，预计 2022年底基本完成主体工
程建设，目标 2023年基本完成建设并
投入使用。

谢明介绍，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领导小组以“粤大湾区【2021】1
号”文号印发《广州南沙新区创建国际
化人才特区实施方案》，推出多项重磅
人才创新政策，标志着南沙创建全国首
个“国际化人才特区”工作正式启动。
出台南沙科学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专项政策，简称“科
创16条”，重点加大对创新平台建设、科
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等支持
力度，给予单个高端创新平台最高 2亿
元资金支持。

广州全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2月20日，安徽堰口镇召开全体领
导班子成员、镇二级机构负责人、包村
点长和14个村、街、社区党总支书记会
议，要求广大镇、村干部以“开局就是决
战，起步就是冲刺”的雄心壮志，以“一
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时间观念，收心
定神在状态，翻篇清零再出发。会议由
镇党委书记吴标主持，镇长袁同侠简要
回顾了 2020年度工作取得的成绩，安
排部署了当前10项重点工作。

会议要求，镇、村干部要从春节氛
围中走出来，在岗在位在状态，新年要
有新气象，新年要有新作为。镇党政办
做好日常考勤，镇效能办不定期查岗、

到村督查。要全面启动各项工作，持之
以恒抓好疫情防控，常态化抓好秸秆禁
烧等生态环保工作。以乡村振兴为抓
手，做好与脱贫攻坚对接，一岗双责抓
好安全生产等社会稳定工作。抓好财
政税收征缴，抓好行蓄洪区安全建设筹
款、分房。积极谋划、争取项目完善基
础设施配套，千方百计招商引资发展经
济。

会议要求，一年之计在于春，第一
季度已经过去一半，要认真谋划全年工
作，合理安排时间节点，狠抓落实推进，
做到心中有全年，突出抓首季，实现各
项工作“开门红”。 （顾 明）

本报记者 朱 喜 □孟晓晖 王贵中

“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对于现年
78岁、患病 30多年、卧床不起 10多年的
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长集镇柿园村徐士
荣老人来说，有着不一样的感受：小儿子
景公平、儿媳妇黄昌萍 20多年对她不离
不弃、悉心侍候，让她于病痛之中感到满
满的孝心。她常对来看望自己的亲戚们
说：“得了这样一个受罪的病，不光自己
遭罪，还负累孩子们，但是老天爷又让我
摊上这么个孝顺的儿媳妇，这是我上辈
子积的德，她比我亲闺女对我还好呢。”

提起黄昌萍，四邻八乡没有不知道
的，没有人不说她孝顺贤慧的。为了照
顾生病的婆婆，她放弃打工全职侍候婆
婆，节衣缩食筹措婆婆医药费，委屈儿子
寄宿亲戚家读书，她承受着一名普通农
村妇女难以承受的无奈和艰辛，只是为
了让婆婆在忍受病痛折磨时能得到家人
的关爱，不再感到“久病床前无孝子”的
凄凉与孤苦。

婆婆的不幸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
黄昌萍的婆婆 30年前确诊为帕金森病
失去劳动能力，长年服药让家庭陷于贫
困；2004年老伴去世后随小儿子一家远
离故土到上海；2010年几乎瘫痪，生活完
全不能自理；2014年大儿子不幸去世，承
受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2017年患

阑尾炎，手术后又诊断为肠癌。婆婆的
不幸让黄昌萍心痛不已，她决定和丈夫
景公平一起担负起照顾婆婆的责任。这
一决定改变了她的生活，她不能再像其
他年轻人那样相夫教子、一心一意经营
自己的安乐窝，留给她的只有付出和辛
苦。

首先得承担起全部家务。结婚那时
婆婆尚能行走，生活勉强可以自理，但家
务活却一样也做不了，黄昌萍包揽了所
有的家务。黄昌萍在娘家是小女儿，虽
说不上娇生惯养，但也是被父母宠着的，
婚后突然一下子做这么多家务，她始料
未及，却又不得不接受现实。除此之外，
她还要帮着丈夫养家糊口，二十多年来
无怨无悔，她硬是挺了过来。二是经济
负担重。九十年代的农村基本上是靠土
地谋生，婆婆长年看病吃药使本来就不
宽裕的家庭雪上加霜。丈夫除了想尽办
法增加土地收成外，农闲时还到建筑队
打零工，有时将父亲做的一些小物件拿
到市场上出售，贴补家用，即使这样依然
不能维持一家人开销，黄昌萍只能靠精
打细算来过日子。结婚 24年，黄昌萍家
里没有盖新房，也没有在城里买房，却债
台高筑：2004年公公去世时欠2万元、婆
婆药费欠 5万多元、2014年哥哥去世所
欠部分债务都要由他们偿还。三是飘零
上海谋生。2001年，景公平感到靠几亩

地和打零工已经远远不能应付家里的开
销，于是夫妻俩商量后决定：景公平到上
海打工挣钱，黄昌萍在家里操持田地。
此后三年多时间里，家里庄稼的收种、牲
口喂养、婆婆生活的照顾，主要靠黄昌萍
支撑。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多么的不
容易，但一想到丈夫在外挣的远比在家
时多，可以改善家里的境况，逢年过节还
能回来团聚，平时又有公公照应，她已经
很知足了。2004年春节后，一家人期盼
许久的孩子终于降生，给这个普通的家
庭带来许多欢乐。可没过多久，公公去
世，悲伤的气息又笼罩整个家庭。办完
丧事，黄昌萍和丈夫一起带着年幼的孩
子和生病的婆婆举家来到上海。为了节
约开支，他们在离市区几十公里的乡村
租了两间农舍，从此一家人饮食起居、吃
喝拉撒都在这两间不足 40平方米的出
租屋里。为了一家人能在一起，为了能
照顾婆婆，再苦再累她都能忍受。

夫妻同心侍候婆婆

人们都晓得：侍候人难，侍候病人更
难，侍候一位不能自理的老人更是难上
加难。在上海，黄昌萍每天除了洗衣做
饭、买菜做菜、喂饭喂药，还得抽空接送
孩子上下学。她陀螺一样旋转在生活
里，不得片刻停留。这还不是最艰难的，
最难的是婆婆瘫痪后侍候她解大手，这

可是力气活，每次都让黄昌萍心生畏惧
却又不能不面对。晚上丈夫收工在家，
还可以帮她，二人合力将婆婆从床上抱
到坐便器上，还不算太费事。赶上白天
丈夫揽工在外，侍候婆婆解大手则需黄
昌萍独力完成，即便是精疲力尽也不能
有半点差错，即使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
也不能让婆婆磕了、碰了、摔了，也不能
让婆婆身上沾染一点脏东西，不能让婆
婆受到委屈。另外，不管丈夫在不在家，
婆婆解手前的宽衣解带，方便后的擦拭
整理，都是黄昌萍一人全包，长年累月，
从无怨言。

除了上厕所，黄昌萍还要定时给婆
婆擦洗身子，这也只能由她“独揽”。冬
天每周擦洗一次，到了夏天，每天都需要
擦洗。端水、倒水、解衣、穿衣、擦洗、翻
身，日复一日，坚持不懈，其中辛苦只有
黄昌萍自己心里清楚。她默默坚持，从
不居功，甚至不愿在亲友面前提起。她
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是我作为儿媳妇
应该做的。”

对孩子的亏欠是她心中永远的痛

刚结婚时，黄昌萍也希望早日有一
个自己的宝宝。但考虑到婆婆生病，家
庭负担重，担心孩子出生后会增加负担，
也害怕孩子和老人都受委屈，她就没有
急着要孩子。后来在亲戚劝说和公公婆

婆坚持下，黄昌萍答应要孩子，可身体出
了一点问题：为了节约开销，每天只买很
少的荤菜留给两位老人和在外辛苦的丈
夫吃，自己常常将就一下，如此造成营养
不良，加之生活负担重，心理压力过大，
她一直怀不上孩子，有几次好不容易怀
上了又流产了。直至 2004年，黄昌萍在
结婚第八个年头迎来了儿子的出生，给
这个家带来许久未有的欢乐。

好景不长，公公突然离世，这让黄昌
萍一人再也无法支撑家里，于是一家人
来到上海。丈夫继续在外揽工，黄昌萍
则一边做家务一边照顾婆婆和孩子。有
时丈夫揽的活时间有些紧，黄昌萍就会
带着孩子和婆婆一起到工地帮着丈夫做
力所能及的事。孩子已经可以到处玩
耍，婆婆尚能行动，虽然心里觉得对孩子
有些亏欠，但一家人同处一室，就算累些
苦些还是很开心的。2009年，孩子上幼
儿园每天需要接送，婆婆的状况也越来
越差，到2010年完全瘫痪在床。到2017
年时，婆婆病情加重，孩子已经上五年
级，一日三餐都在家里，黄昌萍实在应付
不了。为了全身心照顾婆婆，在和丈夫
含泪商量之后，决定将孩子寄宿到老家
的大姨家。一想到孩子远离父母的孤
苦，不能陪伴孩子成长的遗憾，黄昌萍就
觉得亏欠了孩子，内心痛苦万分，但想到
是为了照顾生病的婆婆，她觉得是值得

的，相信孩子长大后会理解。

政策帮扶已脱贫，美好生活在眼前

黄昌萍孝顺婆婆的事在当地传为美
谈，她家里的困境也牵动长集镇党委政
府和柿园村两委的关爱之心，村委会按
照政策给予他们政策帮扶。2004年，经
村民评议，村委会将婆婆列为低保户，缓
解了家里压力。2014年，又按程序将黄
昌萍一家定为贫困户，享受国家的帮扶
政策，婆婆的医药费政府兜底，又通过大
病救助解决了以前欠下的几万元医药
费。孩子在学校享受各种教育资助，即
将初中毕业。丈夫经过几年的摸爬滚
打，如今揽的工也多了，收入自然增加了
不少，一家人渐渐走出了困境。如今婆
婆依旧躺在床上静养，他们会像以前一
样侍候她，但一家人的心情却一反往常，
阴霾已经过去，美好的生活正向自己走
来。

黄昌萍所作的一切并不是什么惊天
动地的大事，照她自己说的，是作为儿子
儿媳妇应该做的，也都是居家小事、米面
油盐，犹如细流涓涓，虽无惊涛却也波光
闪闪。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像黄昌萍夫妻
一样把孝顺老人当作自己应该做的事，
那么世上就会减少许多老人“久病床前
无孝子”的辛酸与无奈，社会就会变得更
加和谐美好。

从 2021年 1月 1日起，安徽省萧县农商银行为给全行 2021年业
务发展“开好头”“起好步”，抓住春节、元宵节等传统节日旺季营销
的有利时机，组织开展了“开门红”旺季营销活动。

动员部署，营造“时不我待”的浓厚氛围

早谋划、早启动、早落实，自行策划、自行组织、自行布置，在落
实好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萧县农商银行于 2020年 12月 30
日上午 8点提前召开了“聚力共赢 决胜牛年”2021年“开门红”旺季
营销活动誓师大会，行党委班子领导及全行干部员工参加会议。党
委班子成员对分管条线 2020年工作进行总结，并就所包片区“开门
红”重点工作进行安排；行长李伟对全行 2021年“开门红”旺季营销
方案进行解读，并就全行“开门红”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会议进
行了部门、支行签署军令状，各岗位员工表态发言，片区宣誓等一系
列活动。最后，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洪祥作了总动员，勉励全行干部
职工鼓足士气、振奋精神、凝聚力量、坚定信心，以焕然一新的精神
面貌和舍我其谁的高昂斗志，全身心投入到旺季营销工作中，誓夺
2021年首季“开门红”。

包片驻点，构建“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

为更好地推动旺季营销活动，萧县农商银行采用了“班子成员
包片、中层干部包点”的工作机制，总行各条线部门负责人与员工一
道，深入基层加强指导、督导，与基层员工一同参与业务营销，担任
大堂经理，真正做到与基层网点共同进退、荣辱与共、形成合力，有
力推动了旺季营销活动的进展。

形式多样，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

一是做好厅堂服务。网点装点一新，营造浓厚节日氛围；精心
布放宣传材料，吸引客户办理业务；统一着装，树立良好服务形象。

二是开展“扫街扫楼扫干部”活动。各网点利用“人熟”、“地熟”的
天然亲缘优势，以营业网点为半径，对重点街道、重点单位、重点人员
进行重点营销，通过“送春联、送祝福”等方式，进行一揽子营销。

三是开动脑筋，开展灵活多样的宣传活动。鉴于今年疫情影
响，萧县农商银行充分利用微信朋友圈、公众号等线上渠道开展大
力宣传，向广大群众宣传本行的存款、贷款及电子银行产品，取得了

“口号响、创意新、形势美”的良好效果。

明确奖惩，打造“你追我赶”的竞争氛围

“开门红”旺季营销活动按旬通报考核结果，第一名颁发“流动红
旗”一旬，奖励营销费用；最后一名领取“流动黄旗”一旬，扣发营销
费费用；明确了考核奖惩，表扬先进、督促后进，形成“你追我赶”的
活动态势。

对在旺季营销活动中表现优异的个人，总行组织现场观看了萧
县春节联欢晚会，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偷得浮生半日闲”。在难得
的放松之后，继续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旺季营销活动中去，争
取更大的胜利！

活动开展一个月以来，通过全行员工的共同努力，萧县农商银行存款余额达
121.8亿元，贷款余额达 105.6亿元，电子银行业务营销如火如荼，各项业务均取得
了较大进展，为夺取“开门红”旺季营销活动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石贤旭）

久病床前有孝子 孝顺儿媳胜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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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堰口镇：开局就是决战 起步就是冲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