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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出新气象“合合” 用”处见真章“

看石河子大学如何与企业融合发展、与科研院所共建平台、与产业发展高效衔接；

看石河子大学如何抢抓部省合建机遇，奋力攀登高校发展新高地—— 爷爷的爱，暖心
●杨玉兰

“我非常感谢魏爷爷，今后我一定加倍努力
学习，长大后回报关心我的人、回报社会。”2月3
日，在九师一六八团离休老干部魏水家中，13岁
的汪紫燕动情地说。

汪紫燕是一六八团第二中学七年级的学生，
2016年，她和妹妹跟随父母从甘肃定西来到一
六八团定居。从小学到中学，汪紫燕的学习成绩
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经常受到老师和学校的表
扬和奖励。但是，由于她的父亲身患疾病，不仅
不能正常劳作，而且每年看病还要花去一笔医药
费，他们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只能依靠母亲一人种
地、打工来维持。已经懂事的汪紫燕看到家里的
困难情况，有了放弃学业的念头。

魏水老人在与家人的一次闲聊中，从重孙子
的口中得知了汪紫燕家的情况，他的重孙子与汪
紫燕是同班同学。一生乐善好施的魏水便萌生
了资助汪紫燕完成学业的念头。于是，他与儿孙
们商量，决定资助汪紫燕生活费和学习费用，直
到汪紫燕大学毕业。

随后，魏水把汪紫燕的母亲王向军请到家
中，对她说：“今后，汪紫燕的生活费用和以后高
中、大学的学费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会尽全力帮
助孩子完成学业。”

听了老人的话，王向军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看到汪紫燕衣着有些单薄，魏水当即带着汪紫燕
到商店，买了一套漂亮的冬装。穿上暖和的衣
服，汪紫燕的眼中闪动着幸福的泪花。

魏水是1949年参加革命的老军垦，先后在
团场担任教导员、副团长等职务。离休后，他依
然心系团场，为团场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曾
被授予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兵团最美老干部等
称号。

魏水老人对笔者说：“我已经90多岁了，也
许看不到汪紫燕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但我已经给
我的儿孙们交代好了，以后资助汪紫燕的接力棒
就交给他们了，一定要帮助汪紫燕完成学业。”

如今，在魏水的鼓励下，汪紫燕坚定了完成
学业的信心。她纯真的脸庞挂着开心的笑容，学
习成绩也比之前更加优秀。

王向军时常对人说起魏水对他们一家的帮
助：“没想到能遇到这样的好人，他的帮助对我们
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啊。”

“爸爸、妈妈，请你们放心！儿子一定不会辜
负你们对我的期望，好好学习，勤奋上进，将来成
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为建设祖国作出贡献
……”2月2日，五○团夏河镇二连的12岁少年艾
克拜·吐洪朗诵了《写给父母的一封信》，字里行间
表达出对父母辛勤养育的感恩和对未来的期盼。

当天，五○团夏河镇妇联开展了“把爱带回
家”2020寒假儿童关爱服务“四送”活动，来自该
团的30余名中小学生及职工群众参加了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为青少年、家长及职工群众送上新
春的问候与祝福。

活动开始，来自该团青湖社区的人民调解员
米叶沙·亚森为大家宣讲了《民法典》中有关婚姻
的相关条例，让大家学习了法律知识，了解了如何
保障自身权益免受侵害。

随后，五○团夏河镇妇联工作人员为家庭困
难的青少年发放了书包、笔袋、绘画本、彩色笔套
盒等学习用品，同时为活动现场的职工群众送

“福”字。
虽然物品并不贵重，但这份关爱就如冬日的

暖阳，温暖了大家的心，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党的温
暖及社会的关爱。

岁月如歌，童年为曲；人生如画，童年为色。
活动期间，青少年在志愿者的组织引导下，用手中
的画笔，画出了对美好童年的憧憬与向往，一笔一
画妙趣横生。

孩子们绘出的图画色彩斑斓，充满着童真与
想象。大家纷纷拿起画作合影留念，纯真的笑脸
在一张张照片中定格。此次活动在孩子们的笑声
中落下帷幕。

五○团夏河镇妇联主席朱雪莲说：“此次活动
让青少年及职工群众感受到了温暖和关爱。五○
团妇联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营造良好的社会环
境，确保少年儿童家庭温暖，让职工群众欢乐祥和
过春节。”

把爱带回家
●杨惠英 唐家林

2月2日，五○团夏河镇妇联工作人员为该团
少年儿童送“福”字。 杨惠英 摄

1 月 30 日，石河子大学科研人
员在进行固定床催化反应试验。

石河子大学与中国农业机械
化科学研究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资料图片）。

●蒋夫尔

▼石河子大学机电学院专家
团队在河北南宫推广棉花采收机
械化技术（资料图片）。

“我们十分珍惜难得机遇，着力用
好这块金字招牌，努力提升学校综合
实力和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近日，
谈到教育部与兵团开展的部省合建工
作时，石河子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代
斌说。

为支持和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发
展，教育部于2018年启动部省合作共
建工作，即采用部省合建的新机制、新
模式，在尚无教育部直属高校的13个
省区和兵团，按“一省一校”原则，重点
支持14所高校建设。三年来，作为兵
团唯一一所参与此项工作的高校，石河
子大学抓住机遇，顺势而为，闯出了一
条融合发展的新路。

融合发展对高校学科群建设来
说，是一条可行之路，但这条路走起来
并不容易。

“借助部省合建机会，学院的化学
工程与技术学科群建设出现了崭新气
象。”石河子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魏
忠说，“一方面，资金投入力度大了；另
一方面，集聚了内地高校和企业各方
力量，形成了多方合力打造学科群的
可喜局面。”

部省合建过程中，石河子大学以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群、农业工程学
科群合作为抓手，推动多方共建，共同
推动学科群融合发展。

“以新疆优势资源绿色转化与化
工利用研究为特色，我们在化工过程
强化、材料化工、工业催化、微生物资
源及应用等领域汇聚资源，持续投入，
久久为功。”魏忠说，“多方形成的合
力，使学科团队水平进一步提升，软硬
实力双提升有了质的飞跃，学科特色
更加鲜明了。”

依托科技部“973项目”——“乙炔
法聚氯乙烯生产过程的高效、节能、减
排科学基础”，石河子大学与清华大
学、天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新疆天
业集团合作，围绕乙炔法PVC生产能
耗高、污染严重、高端产品缺乏的瓶颈
问题开展研究，成功研发了国内领先
的电石法聚氯乙烯汞污染防治成套绿
色技术。

参与学科群共建的有关企业，利
用该技术开发了PVC产品高值化新
工艺，实现了9种PVC特种树脂的工
业生产，形成企业标准3项、新工艺3
项，产品销售额超过22亿元。

融合发展带来可喜局面。目前，
石河子大学填补了国内外空白的超
低温稀土脱硝催化剂技术，正在开展
工业化应用示范，这是该校与南京大
学、石河子天富南热电有限公司合作
开发的成果。为更深入服务当地主
导产业，该校派出 20多名化工专家
深入20多家企业调研、考察，到生产
一线破解企业遇到的实际难题，从而
将合作推向新高度，为融合发展开辟
了新空间。

此外，为推动兵团现代农业发展，
石河子大学在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
特色林果生产机械化、干旱区节水灌
溉理论与技术、绿洲农业水资源高效
利用等方面进行创新，达到了国内领
先水平。

“随着时代发展，产业升级换
代，由煤转化为材料而非能源，具有
极大的发展潜力。”代斌说。针对新
疆煤资源、盐资源、硅资源十分丰富
的特点，石河子大学结合化工学科
基础和特色，拟定将煤分级转化与
精细化利用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和突
破点。

部省合建过程中，石河子大学
对接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与具有
资源和人才优势各方共建共享大型
研究平台。经过大量前期调研，该
校提出了大型煤分级转化与精细化
利用研究设施建设方案和棉花生产
现代化创新研究平台建设方案。

代斌认为，要在服务当地支柱
产业上实现新突破，就必须要有相
关各方都能参与进来并顺畅使用的
大型研究平台。石河子大学将煤化
工大型工程研究设施建设定位为建
设一流转化利用平台。这个研究平
台由3个平台组成，包括一个物质
转化平台和两个技术支撑平台。

“有了这个大型研究平台，结合
氯碱产业发展趋势和关键技术需
求，从而促进煤分级转化与精细化
利用早日工业化，为我国精细化工
产品、高分子材料的供给提供新的
路径。”谈到大型研究平台的作用发
挥，代斌充满自信地说。

目前，石河子大学围绕棉花生
产全程机械化、节水灌溉、高产优质
育种、棉花产业经济等方面开展深

入研究，拥有棉花生产机械化专家
陈学庚院士领衔的研究队伍以及农
业农村部西北农业装备重点实验
室、棉花协同创新中心等省部级以
上科研平台12个。这些优势资源
为石河子大学棉花生产现代化创新
大型研究平台的建设奠定了良好基
础。

“部省合建过程中的资金投入
和人才保障，推动了棉花生产现代
化创新大型研究平台的建设步伐。”
石河子大学机械电气工程学院院长
坎杂说。

聚焦棉花产业，结合新疆规模
化农业、绿洲水资源的特点，石河子
大学依托学校农业工程学科区域优
势和对口支援学科高校优势，下大
力气建设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装备
研究平台、棉花节水增效理论与技
术研究平台、棉花表型组学研究平
台，形成国际领先水平的棉花生产
现代化技术研究平台，从而实现平
台共建共享，全面提升服务兵团现
代农业生产综合能力。

代斌说，石河子大学建设的一
系列大型科研平台对企业、高校院
所和石河子大学校内开放共享，已
累计为新疆天业集团、新疆天富集
团、独山子石化、新疆西部牧业、新
疆大学、塔里木大学等数十家企业、
高校提供分析测试服务，对外服务
能力进一步提升。

学科和产业发展如何紧密对
接？石河子大学致力于学科与产业
对接，找准产业发展需求，将融合发
展进一步推向深入。

“农业机械研发价值如何，要拿
到田间地头去验证，看看能否解决
实际问题，要接地气，要能破解农业
产业发展的瓶颈和难点。”坎杂说，

“学科发展必须与产业发展紧密对
接，有了部省合建这个机遇，推动力
度就更大了。”

如何有效实现农业生产菌肥中
功能菌含量稳定、易于定植和保证
效果？石河子大学通过创制混菌生
物制剂和混菌高密度发酵新技术，
实现了产业发展中难点的突破。如
今，该产品已实现万亩农田推广应
用，出苗率提高15%以上，苗期病
害防治效果达80%，化学农药使用
量较其他方法减少了40%，棉花和
加工番茄产量稳定提高了10%以
上，品质优良率提高了20%以上。
该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生物肥料品
种和生产许可证，实现销售收入
6000万元。

针对企业生产过程中遇到的乙
炔氢氯化低汞、无汞催化剂需要解
决的基础科学问题，石河子大学开
展了大量基础研究工作，开发了一
整套完备的电石法PVC低汞催化
剂生产及汞回收技术，进一步降低
了汞的排放，使汞资源得到高效循
环利用。

学科与产业紧密对接产生的成
果一个接一个。2019年，石河子大
学建立示范点，在棉花种植中应用
耐候地膜，南北疆示范面积达到1.7
万亩，先后在阿拉尔市、沙雅县、博
乐市和石河子总场进行了大面积应
用。石河子大学特色林果机械化团
队多次赴一师、二师、十四师调研红
枣种植及生产机械化情况，研制了

“固定式红枣残枝粉碎机、果园开沟
施肥机”等一系列机械设施。

这些接地气的设备解决了困扰
果农多年的实际问题，深受果农欢
迎。

代斌说，部省合建工作开展三
年来，石河子大学在教育部、地方政
府、合建高校的共同努力下，部省合
建四方联动机制日趋完善，纵深推
进部省合建工作的合力效应进一步
显现。学校积极对接新疆化工和现
代农业产业，在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成果转化、技术培训等方面构建
了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创建起了
技术体系并集成示范，效果显著。

（本版图片均由石
河子大学提供）

【政策背景】

2018年2月9日，国家教育体制
改革领导小组第30次会议审议并原
则通过部省合建方案。部省合建，就
是采用部省合建的新机制、新模式，
在尚无教育部直属高校的13个省区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按“一省一校”
原则，重点支持河北大学、山西大学、
内蒙古大学、南昌大学、郑州大学、广
西大学、海南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
学、西藏大学、青海大学、宁夏大学、
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等14所高校
建设。

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参照教育
部直属高校模式对合建高校的发展
予以指导支持，在学科专业建设、科
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考核评价、对
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与直属高校同等
对待。

14所高校共同成立了“中西部高
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入选高校协作
联盟”，协作联盟的秘书处常设在贵
州大学，简称“Z14”。

部省合建支持中西部高水平大
学建设，是在深入总结前期中西部高
等教育振兴计划、中西部高校综合实
力提升工程等政策实施成效，并充分
考虑地方高等教育发展实际需求的
基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据本报资料库）

大型研究平台共建共享

学科与产业发展紧密对接

多方合力打造学科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