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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玉璞 通讯员
白云飞）微风轻拂绿柳，朝霞映红
河面。6 月 8 日清晨，记者在洛阳
市洛河与瀍河交汇处大堤上看到，
数十台工程机械和数百人的施工
队伍，正迎着朝霞穿梭忙碌于新一
轮洛河治理的工地。不久后，围绕

“华夏文明第一河”理念打造的洛
河 示 范 段 新 水 景 ，将 掀 起“ 红 盖
头”，演绎千年帝都的古韵新赋。

与此同时，正在紧张推进的故
县水库引水工程，将让全市人民吃上
最优质的水；伊洛河水生态文明示范
区等一批治水重点项目建成后，市区
水域将达到 30平方公里，占市区面
积的 8%，通航、旅游、休闲等功能将
全面提升，“北方水城”将实至名归。

新常态下，宜居城市建设从何
处破题？洛阳选择了“生态”。

“生态宜居，是对城市生活幸福
感的描述；山、水、空气、森林，是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也是走好新常态
下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宝贵资源。”省
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雪枫说。

今年 1 月，洛阳市委十届十三
次全会通过了《建设中原经济区副
中心城市战略纲要》，明确提出打
造中原经济区最佳宜居地。洛阳
生态宜居城市建设提上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

结合资源禀赋，洛阳市力求做
好“山”“水”“气”“绿”四篇文章，构建
城乡一体的良好生态系统，建设中原
经济区最佳宜居地，并以此集聚人
才、带动转型，打造城市发展新支点。

生 态 良 好 ，最 直 观 的 标 志 是
“绿”起来。洛阳市提出，要实现扩
大绿化率、到扩大绿容率、再到扩

大绿视率的理念提升。
从 2014年开始，从城市园林绿

化提升到林业生态圈打造，再到荒
山绿化，洛阳掀起了一场生态提升
工程。去年，全市完成造林 45.3万
亩。其中，城市林业生态圈完成绿
化 10.8万亩，是过去 10年城市周边
完成绿化面积 6 倍以上。今年，洛
阳将完成新造林 50万亩以上。

洛 阳 地 形 是“五 山 四 岭 一 分
川”。在旅游休闲度假养生产业的
蓬勃发展背景下，做好“山”文章是
至关重要一招。目前，洛阳正在着
力实施白云山、万安山、老君山、黛
眉山等一批旅游项目，打造山地旅
游休闲度假养生新亮点。有“中国
最美的地方”之称的嵩县白云山，
正在实施新一轮生态开发。总投
资 120亿元的白云山国家旅游度假

区开发项目，眼下规划基本完成，
景区设施正在提升。

在生态宜居城市建设中，如何
做好环境保护“减法”？洛阳市环
保局负责人说，近年来，洛阳市通
过“引热入市”工程减少市区燃煤
锅炉的污染物排放；实行机动车环
保定期检测、引进新能源公交车
等，减少汽车污染物排放；强制淘
汰落后产能、铁腕治理工业污染力
度逐年加大，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
和生活习惯正在形成。

在打造最佳宜居地目标引领
下，洛阳生态建设的大手笔投入也
带动了产业投资。近年来，从惠普、
中兴等重大项目落地，到上海交大
洛阳特种材料研究院、深圳华大基
因洛阳农业创新中心等引智项目签
约，再到各类高端创新人才纷至沓
来，洛阳生态宜居的城市魅力，正凝
聚起带动高端产业投资和“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背景下人才集聚的强
大向心力。如今，生态宜居，已然成
为洛阳发展的新支点。③12

洛阳巧做生态文章扮靓宜居家园

本报讯 （记者董建矿）6月 10
日，华兰生物流感疫苗通过世界卫
生组织（简称 WHO）预认证，纳入
联合国相关机构采购计划，这是我
国 流 感 疫 苗 生 产 企 业 首 次 通 过
WHO 预认证，也是国产流感疫苗
首次进入联合国疫苗采购计划，供
应国际市场。

流感是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
传染病，接种流感疫苗是防控流感
疫情最有效的方式。据世界卫生
组织预测，全球每年平均有 1/3的
儿童和 1/10 的成人会感染流感。
由于流感的快速传播及对各国公
共卫生带来的巨大影响，它已成为
全球重点监测的传染病。

WHO预认证是 2001年启动的
联合国行动计划，目标是确保国际
基金（如全球基金 GFTAM、联合国

援助国际药品采购机制UNITAID）
采购药品的质量、疗效和安全性。
疫苗预认证是WHO预认证中非常
重要的组成部分，是 WHO 为保证
疫苗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
达到国际标准而进行的一项评估认
证工作，为联合国疫苗采购提供“通
行证”。为推动我国疫苗企业走出
国门，在国家药监部门的不懈努力
下，2011年 3月我国疫苗监管体系
首次通过世卫组织评估，这标志着
我国疫苗监管体系达到国际标准。

华兰生物是目前我国最大的
流感疫苗生产企业，位于河南省新
乡市，具备年产 5000 万人份以上
三剂型、3亿剂单剂型流感疫苗的
产能。华兰生物是全球第五家、我
国首家通过流感疫苗 WHO 预认
证的企业。③9

本报讯（记者谭 勇）记者 6月
10 日获悉,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5
年智能制造专项项目已经公示结
束，全国共有 94个项目入选，我省
5个项目上榜。

据了解，智能制造是基于新一
代信息技术，贯穿设计、生产、管
理、服务等制造活动各个环节，具
有信息深度自感知、智慧优化自决
策、精准控制自执行等功能的先进
制造过程、系统与模式的总称。智
能制造已成为当今全球制造业的
发展趋势，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推
进两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我
国启动实施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

项行动，旨在促进工业转型升级，
加快制造强国建设进程。

我省上榜的 5 个智能制造专
项分別是：许继集团有限公司的
电力系统测控设备智能工厂标准
化试验验证系统；郑州宇通客车
股份有限公司的宇通客车节能与
新能源客车模块化、柔性化智能
制造新模式；新乡日升数控轴承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数控轴承磨
床智能制造新模式；中航锂电（洛
阳）有限公司的高性能车用锂电
池及电源系统智能生产线和河南
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传感器
智能制造。③9

本报讯（记者温小娟 通讯员
郝 新）6月 10日，省消防总队通报
消息，从 5月 25日至 6月 9日，全省
检查发现采用易燃可燃夹芯材料
彩钢板搭建的建筑 2889 处，临时
查封 758 处，强制拆除 1254 处，强
制拆除违章彩钢板面积 255112.6
平方米。

为吸取鲁山县一养老院特大
火灾事故教训，省政府统一部署，
各部门、行业系统、社会单位联动
协作，开展“百日消防安全”专项行
动，重点检查人员密集场所、彩钢
板建筑、易燃易爆场所和文物古建
筑单位的火灾隐患，从严从重处理
存在的火灾隐患。目前，全省共检
查社会单位 263家，发现各类问题
995处。其中，违规使用可燃彩钢
板房问题突出。

检查发现，一些医院、幼儿园等
人员密集场所，搭建易燃彩钢板房
问题比较严重。新乡市中心医院感

染疾病科、风湿科共 21间病房采用
聚氨酯泡沫夹芯彩钢板；濮阳高新
区双语实验学校二楼学生宿舍顶部
采用彩钢板搭建；济源建业服饰广
场，南侧消防车道上违规搭建泡沫
彩钢板临时建筑……

据省消防总队宣传处负责人介
绍，对检查发现使用易燃彩钢板房
的，一律拆除，杜绝使用。对养老
院、福利院、幼儿园、托儿所、寄宿制
学校、医院、集体宿舍等人员密集场
所，一律不得使用低于A级要求的
彩钢板搭建；对使用彩钢板搭建的
人员密集场所，凡低于A级要求的，
一律不得通过消防设计审核、验收
或备案抽查；对使用彩钢板搭建的
公众聚集场所，凡低于A级要求的，
一律不得通过使用和营业前消防安
全检查；对检查中发现使用彩钢板
搭建的人员密集场所，凡低于A级
要求的，一律实施临时查封，立即迁
出人员，并责令改变用途。③9

华兰流感疫苗产品
首次通过世卫组织预认证

我省5个项目入选
全国智能制造专项项目

我省拆除25万平方米
可燃彩钢板房

本报讯（记者王小萍 成利军）
6 月 10 日上午，毛泽东同志《愚公
移山》发表 70周年纪念大会暨万人
诵读活动在济源市世纪广场举行。

1945 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
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
同志以《愚公移山》为题做大会闭
幕词。愚公移山精神由此成为中
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历
经 70 年的风雨洗礼，愚公移山精
神历久弥新，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
内涵和精神价值。愚公移山精神
不仅成为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宝
贵精神财富，它同时与红旗渠精
神、焦裕禄精神一起成为河南人民

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三大精
神支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同志多次提到要弘扬愚公移山精
神，不但进一步丰富了愚公移山精
神的内涵，赋予其新的时代价值，
更启示我们：新时代仍需弘扬愚公
移山精神。

在济源市世纪广场，来自乡
镇、企业、学校等系统的群众代表
约 1.3万人，齐声朗诵《愚公移山》、
全体合唱《中国梦》、共同宣誓《敢
为人先》。大家一致表示：“将一如
既往地传承和发扬愚公移山精神，
让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
光芒!”③11

隆重纪念毛泽东《愚公移山》发表 70周年

济源万人诵读《愚公移山》

麦收近尾声
更多内容详见4版·经济新闻

本报讯 （记者郭 戈 通讯员
孙国瑞）6月 10日，记者从中国银
行河南省分行获悉，该行日前联
合中国银行德国法兰克福分行筹
措低成本资金，成功为我省的东
方中天（河南）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叙做海外代付业务，按时向阿联
酋航空公司支付运费 1200 万美
元，有效化解了“走出去”企业的
融资难题。

据悉，东方中天（河南）是一
家具备一类客货运代理资格的民
营企业，主要经营国内、国际航空
代理服务，全权负责 15 家国际航
空公司在我国的运费代收与结

算。由于其下游客户多为国际货
运代理企业，按照行业惯例，付款
通常需要 3 个月左右的账期。但
是，东方中天又与阿联酋航空公
司签订有长期航空货运代理协
议，需要定期向其支付代收的运
费。在这样的贸易背景下，东方
中天在先行垫付运费给航空公司
的过程中便产生了融资需求。

在深入了解企业遇到的难题
后，中行河南省分行便充分发挥
该行全球一体化金融服务网络优
势，积极联系海外分行寻找低成
本资金。通过多方比较资金价
格，河南省分行最终选择与德国

法兰克福分行联动合作，在不到
一个月的时间里，成功为企业办
理海外代付业务 4笔。

“通过筹措低成本的海外资
金，本次海外代付业务有效降低了
东方中天的资金成本，相较于办理
国内人民币贷款，仅利息支出一项
就节约了逾 100 万元。”中行河南
省分行贸易金融部负责人表示。

据统计，截至 5 月底，中行河
南省分行已通过中行法兰克福分
行、伦敦分行、新加坡分行等 10余
家联行，为我省的一大批重点企
业成功办理海外代付业务，年融
资量高达 30多亿美元。③11

用渠道优势全球范围内筹措低成本资金

中行助豫企海外融资1200万美元

视觉 新闻

6 月 9 日，大型收割机正在浚县的河南中鹤集团清洁
粮源生产基地千亩粮田示范方内收割麦子。该集团从比
利时进口大型谷物联合收割机，每小时可收麦子 80 余亩，
速度是普通收割机的 10余倍。⑤4 李国庆 摄

6 月 10 日，工人在位于沈阳的华晨汽车中华总装车间
装配线上工作。当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5
月我国生产汽车 196.42 万辆，环比下降 5.6%；销售汽车
190.38万辆，环比下降 4.6%。

6 月 10 日，工作人员在河北省新乐市田雨农场给西瓜
贴上二维码，消费者购买时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就可获知
西瓜的产地、品种等，实现对西瓜的追根溯源。目前，新乐
市共有 8个西瓜种植合作社使用了二维码。

6月 10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食品机械及科技展
览会上，一架机械对便当及比萨饼进行加工和包装。在为
期四天的展览会上，共有 680 多家食品机械制造商展出他
们的最新科技及产品。 均为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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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和深化“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是全面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
有效探索。2004年，邓州市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提出“四议两公开”工
作法。2009年11月，“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开始在全国农村推广。近年
来，邓州市把“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作为基层民主科学决策制度的重要抓
手，不断巩固拓展、创新提升，再次掀起深化运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
热潮。6月10日，就“四议两公开”的拓展深化，记者专访了邓州市委
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史焕立。③8

“四议两公开”构建
基层社会治理新机制
——访邓州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史焕立

“愚公移山”精神增彩民族文化
“四个全面”实施可保基业长青

“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
调查工作全面深入展开

▶▶5版·中国新闻

正牌“非遗”为何触了法律“红线”？
——探访新野猴戏（上）

贾平凹李佩甫纵论乡土文学
▶▶9版·文体新闻

新时代新挑战 愚公精神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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