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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建华 通讯员唐玉磊）11
月 8 日，在焦作市解放区焦西街道电建社区
服务中心，老人们在这里看书下棋，健身娱
乐。“这里就像一个大家庭，我每天都来，和老
伙计们一起找点乐子。”72岁的郭勇师傅一边
摆弄着口风琴，一边乐呵呵地说。

作为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城区和中西部唯
一一个全国社区管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解放
区把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作为创新基层社会管
理体制的有效载体，实现党建统领、多元共治。

全区建立了由社区党工委、社区公共服务
中心、社区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四
位一体”的社区管理体制，将 34个社区党总支

变为党工委，吸纳辖区 100余家单位党组织代
表兼职，强化基层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聚合社区内各种力量，搭建协商社区公共事务、
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区域和谐共建的平台。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需，我有所
为。”解放区将服务居民需要放在社区管理创
新工作首要位置，整合资源，累计投入 5000
余万元，在 24个社区建起了综合性社区服务
中心，加强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鼓励社会组
织进入，使其具备文化、卫生、信息等生活服
务和办理医保、养老保险等公共服务功能，实
现政府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全覆盖。

（下转第二版）

关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会期：11月9日至11月12日

本报讯 （记者栾 姗）11月
9日 8时 48分，郑州开往欧洲的
国际铁路货运班列 80601 次列
车从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发
车，满载 41 个集装箱的货物前
往德国。

这是迄今为止开行的第六
班郑欧班列 ，以 扫 描 仪 、传 真
机、冷凝器等高附加值电子产
品和高技术含量产品为主，货
值近 2000 万元。“经过前期小
批量的试运行后，本趟班列开
始投运高端机械的液压支架等
大宗出口商品。”郑州国际陆港
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
文俊说，下周班列还将继续加大
批量投运。

本月起，郑欧国际班列继
“月班”改“周班”，实现高频次、

常态化开行后，开始多线路、多
目的地运营。本趟郑欧班列目
的地站点从原先的波兰马拉舍
维奇站、德国汉堡站、德国杜伊
斯堡站 3个站点，相继增加德国
莱比锡站、纽伦堡站、斯图加特
站、慕尼黑站，波兰罗兹站、华沙
站，比利时布鲁塞尔站，奥地利
维也纳站，匈牙利布达佩斯站，
捷克布拉格站，荷兰阿姆斯特丹
站 11 个站点。至此，郑欧班列
目的地站点达到 14个。

借着“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东风，郑欧班列为新亚欧大陆
桥沿线各国带来了新的经贸发
展合作机遇，目的地站点的增
加，则意味着向覆盖亚欧大陆桥
节点城市的目标迈出了坚实一
步。③7

本报讯 （记者马禄祯）11
月 9日上午 8时许，又一列郑欧
国际货运专列驶出郑州集装箱
中心站。装载货物的 41节列车
车厢中，有 17 节装着拆卸开的
12 台液压支架，它们将在运抵
德国鲁尔集团后重新组装。

这 批 液 压 支 架 全 称 为
ZY11310/24/52D 型两柱掩护式
液压支架，由平顶山煤矿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研制，鲁尔集团派驻
监理当场验收。按合同要求，首
批共生产 20套，其中的 8套已由
郑欧国际货运专列分两次运往
德国。

“首批液压支架验收交付成
功，说明我们公司已经形成了一
套成熟稳定、符合欧盟标准的质
量管控体系，开创了中国煤机产
品进军世界高端市场新纪元。”
平煤机党委书记钟东虎说。

今 年 1 月 ，平 煤 机 在 与 世
界煤机制造巨头竞标中胜出，
拿到了鲁尔集团价值近 4 亿元
的液压支架订单。随后，该公
司先后通过了样机指定验收、
欧盟“CE”认证，成为中国煤机
行业获得欧盟 CE 认证的首家
企业，同时取得了 15 项发明专
利。

凭借挺进国际煤炭机械高
端市场带来的品牌连锁效应，今
年以来，先后有俄罗斯、印度、巴
西、乌兹别克斯坦、越南等国家
煤炭商慕名而来；订单也因品牌
效应逆势上扬，今年同比增长
20%。

平煤机是我国生产煤矿液
压支架的骨干企业，曾研制出世
界第一大采高和高阻力的液压
支架、世界首个高水柔膜充填支
架。③7

本报讯 （记者惠 婷）记者
11月 9日从郑州大学了解到，在
国家科技部日前公布的 2013年
度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认
定通知中，郑州大学申报的“微
纳成型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榜上有名。

微纳成型技术国际联合研
究中心是以郑州大学为依托，在
河南省微纳成型技术国际联合
实验室基础上，经省科技厅遴
选、推荐，国家科技部审批认定
的。

近年来，郑州大学在微纳
成型技术及相关领域开展了卓
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在微型模
具 特 殊 材 料 嵌 件 的 设 计 与 制
造、高聚物微成型过程的微观
结构演化与多尺度模拟、组织
工程及其微观力学等领域承担
了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

目，其研究内容和阶段性成果
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关注和
肯定。

国家级微纳成型技术国际
联合研究中心的获准认定，将进
一步促进郑大力学学科领域的
应用和发展，进一步加强相关交
叉学科的国际交流，增强工程科
学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丰富和
发展“项目-人才-基地”相结合
的国际科技合作模式，提升国际
科技合作的质量和水平，使其真
正成为技术领先、人才聚集、示
范引领的国际化科研基地。

据悉，这是自 2007 年科技
部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含国
际创新园、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国际技术转移中心、示范型国际
科技合作基地）的申报工作以
来，我省获得认定的首个国家级
国际联合研究中心。③7

实现多线路多目的地运营

郑欧国际班列
目的地站点增至14个

搭郑欧国际货运专列赴德国

平煤机首批液压支架
交付鲁尔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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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合研究中心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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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向好 成绩不易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成就综述

▶▶3版·中国新闻

●今年铁路新开工项目投资规模
将达4713亿元

●105个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
约占全国10%

●四川黄龙自然保护区
首次拍摄到野生大熊猫

●10月份我国工业增速升至10.3％
（均据新华社电）

■标题新闻

本报讯（记者马禄祯 通讯员陈志红 张
志举）11月 9日，平顶山市卫东区居民于怀长
照例要做三件事：早上在东苑健康主题公园
健康步道走 10圈，8点左右到社区健康小屋
量血压、顺便看看电子健康档案，晚饭后继续
在健康步道走 20圈。

63 岁的于怀长是卫东区“健康卫东”创
建活动受益者。他每天活动的健康主题公
园、每天都去的健康小屋，都是“健康卫东”创
建活动的具体成果。

“健康卫东”创建活动始于 2012年 2月，
包括健康教育、健康饮食、健康文体、健康环
境等 6大健康工程、27个重点项目。该区希

望，到 2015年，全区健康环境明显改善，群众
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健康行为基本形成，健康
水平明显提高。

卫东区是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慢
性非传染性疾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他们将创
建“健康卫东”列入全区十大民生工程，累计
投入 3000 多万元，努力从城区规划、建设到
管理等多个方面体现出对人的健康的关心。

打造健康主题公园。该区依托现有的公
园、游园，改建了两个健康主题公园。其中依
托青年公园建起的健康主题公园，分为“绿茵
健康步道区”、“健身运动器材区”、“健康知识
普及区”、（下转第二版）

本报广州讯 （记者李 悦）11
月 9日晚，随着巴林籍主裁判的三
声长长的哨音，广州天河体育场内
4万多名球迷欢声雷动：在 2013赛
季亚洲冠军足球联赛决赛第二回
合中，广州恒大主场 1∶1战平了韩
国首尔 FC队，双方两回合战成 3∶3
平，最终恒大队以客场进球多的优
势获得冠军，亚冠联赛的冠军奖杯
上也第一次刻上了中超球队的名
字。

首回合 2∶2的平局，使得回到

主场的广州恒大队更有与对手比
较耐心的底气，而首尔 FC 则忌惮
于主队的前场三叉戟也不敢贸然
压上，整个上半时场面较为平淡，
两队 0∶0均无建树。

但实际上无论是恒大还是首
尔 FC均将比赛的胜负手放到了下
半场。易地再战后，首尔队率先变
阵，边路尖刀尹日禄登场亮相，客
队的整体阵型也随之前移，但这也
恰恰给主队的反击留下了空间和
机会。第 57 分钟，巴西外援埃尔

克森接到穆里奇的传球呈单刀之
势，一脚推射率先打破场上僵局。
不过，首尔 FC 在失球后仅 3 分钟
就由黑山外援德扬将比分扳平，这
粒进球也让比赛重新变得紧张起
来。关键时刻，里皮则体现出一位
名帅的过人之处，他换上了充当奇
兵的郜林，以攻代守和对手抗衡，
虽然恒大队随后几次的反击机会
都与进球失之交臂，但 1∶1的比分
也足以让他们书写中国职业足球
的新篇章。③7

亚冠决赛第二回合广州恒大主场梦圆

亚 洲 封 王
2010 年 3 月 1 日，恒大集团以一亿元买断广州足球

俱乐部全部股权，球队正式更名为广州恒大足球俱乐
部。当年 9 月 25 日，广州恒大客场 3 比 2 击败广东日之
泉，提前三轮冲超成功。重返中超后，恒大集团董事局主
席许家印表示将会继续加大对球队的投入，并在新闻发
布会上豪气万丈地宣称，要让恒大在 3～5年内成为亚冠
冠军。而今，豪言成真。

虽然远在南粤，广州恒大却有许多“河南元素”。不
仅老板许家印是咱河南太康人，而且夺冠主力之一的郜
林也是河南郑州人。此外，门将曾诚和中后卫赵鹏曾在
河南建业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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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老乡许家印豪言成真

当巴林裁判三声长哨鸣过，将
双手指向中圈，天河体育场成了欢
乐的红色海洋，央视打出了早就准
备好的“中国恒大，亚洲之巅”的字
幕，此刻，我突然有些恍惚，不知道
该写些什么了。

恭喜恒大？这是必须的！这
一天是全中国球迷的节日。自从
辽宁队 1990 年力克日本尼桑获得
过一次亚俱杯（亚冠的前身）冠军以
后，中国球队再也未能染指这个荣
誉。这样糟糕的成绩，与中国社会
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匹配，也和中国
体育 30 年前就成为亚洲霸主不协

调。国人尤其是足球界对这个冠
军等待得太久太久。所以必须得
恭喜恒大，感谢恒大，感谢他们给处
于低谷的中国足球注入了一针强
心剂，也让球迷们扬眉吐气了一把。

恒大夺冠就说明中国足球进步
了吗？好像也不能。毕竟，恒大拥
有国家队的七成主力，再加上4名高
水平的外援，特别是以里皮为首的
教练团队，是亚洲所有俱乐部中名
气最大、水平最高的。可以说恒大
的整体实力要远高于中国国家队。
别忘了中国国足曾 1比 5惨败在泰
国脚下，前几天还被名不见经传的
印尼逼和。再过几天，我们要迎接
沙特队的挑战。要是输了球，我们

连亚洲杯的小组赛都难出线。如果
俱乐部刚拿了亚冠，国家队却在洲
际比赛小组赛就折戟沉沙，那该是
多么尴尬的事情啊！

（下转第二版）

恒大夺冠说明了什么？
□令狐一刀

比 赛 第比 赛 第 5959
分钟分钟，，郜林郜林（（中中））
破门得分破门得分。。

11月9日 亚冠决赛第二回合
广州恒大 1∶1首尔 FC

比赛第比赛第 5757 分钟分钟，，埃尔埃尔
克森克森（（左左））破门得分破门得分。。

10月26日 亚冠决赛首回合
广州恒大 2∶2首尔 FC

比赛第比赛第 3030 分钟分钟，，
埃尔克森破门得分埃尔克森破门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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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由建业（中国）
住宅集团特约刊登

河南省好新闻名专栏

解放区：社区居民乐享多元服务
卫东区：辖区群众受益健康工程

（均为新华社发）

11月 9日，中国第 3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乘坐“雪龙”号
在宫古海峡航行。当日，“雪龙”号极地科学考察船穿过宫
古海峡进入西北太平洋。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