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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是全国第15个“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
“强化安全发展观念 提升全民安全素质”。日前，本报
记者就安全生产相关话题采访了副省长张维宁。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决守住安
全生产“红线”

张维宁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关注安全生
产工作，中央政治局先后多次召开会议，国务院多次召
开常务会议研究安全生产问题，反复强调要牢固树立安
全发展理念，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
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省委、省政府下发了加强
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对实施安全发展战略和落实党委
政府、企业安全发展责任提出明确要求。

当前我省经济社会还处在事故易发多发期，防范遏
制重特大事故，实现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根本好转的任务仍
十分繁重。因此，必须清醒认识到安全生产工作的艰巨
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扎实推进重
点行业领域治理整顿攻坚，切实将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
管责任和党委政府领导责任落实到位，坚决守住安全生产
这条红线，为全省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安全保障。

全面提升全民安全素质，夯实安全发
展的基层基础

张维宁指出，目前因人为的不安全行为导致的事故
高达90%以上。实践表明，提升全民安全素质作为安全
生产抓基层、打基础的治本之策，下大力气抓紧抓好、抓
出实效，对于遏制安全事故至关重要。

要继续推进“三个大力提升”工程，结合安全河南创
建、安全生产月和安全进社区等“七进”活动，大力加强
安全生产群众性社会宣传，提升全民安全意识；大力加
强企业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处置技能培训，提升职
工安全技能；大力加强领导干部和监管人员教育培训，
提升干部履职能力和依法监管水平。

要继续推进媒体安全宣传教育工程，认真贯彻落实
国家安监总局、教育部等八部委《关于加强全社会安全生
产宣传教育工作的意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以及行业、网
络等媒体作用，共同唱响安全发展主旋律，在全社会凝聚
关爱生命、关注安全、齐抓共管、同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以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全面抓好
各类安全防控

张维宁强调，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要以“安
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按照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
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四个最严”要求，扎实抓
好隐患排查治理、专项整治攻坚、打非治违等各项工作。

要大力抓好隐患排查，各级、各部门和企业要深入学习
贯彻落实今年刚刚颁布实施的《河南省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办法》（省政府令第173号），抓紧建立行业和企业
隐患排查治理标准和责任清单，抓好隐患排查13项普遍要
求和重大隐患8项特殊规定的落实，推动隐患排查治理规范化、常态化。要强力推
进油气管线治理攻坚，确保6月底前全面完成油气管线违法违规占压清理任务。要
持续深化煤矿和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特种设备、交通运输、消防等行业
领域重点管理和集中整治。要加强汛期巡查值守和恶劣天气安全预警，严防自然灾
害引发安全事故。要健全网格化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落实责任，精准施治。

张维宁最后强调，安全生产关系千家万户，离不开全社会的参与和监督。希
望广大职工群众自觉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积极参与社会监督，为创建安全河
南、实现安全生产形势根本好转贡献正能量。③4 （本报记者 谭勇）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6月4日至
6日，全省出现大范围降水，平均降水
量为20.4毫米，降水量大的地区主要
在豫中、豫北和豫东局部，豫西、豫西
南和豫东大部降水量相对较小。

此次大范围降水导致小麦收割进
度转慢。6月 6日，省农机局发布信
息，截至当日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
面积 5317万亩，当日出动收割机 8.5
万台，机收面积 5235 万亩，机收率
98%。其中，驻马店已收获 96%，漯
河 89%，周口 70%，许昌 85%，郑州、
巩义近 60%，洛阳 54%，商丘 319 万
亩，开封144万亩，新乡78万亩，滑县
47万亩，安阳26万亩。

夏播方面，截至6月 6日，全省已
播5144万亩，日进度531万亩。其中
粮食作物已播3565万亩，占预计面积
的 55.7%，玉米已播 2729万亩，水稻
已栽插396万亩；花生已播817万亩；
蔬菜已播306万亩。

针对当前的不利天气情况，各级农
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加大农机调度力度，抓住一切有利
天气抢收抢晾，确保颗粒归仓。各级农
业专家深入乡村，指导农民及时排除田
间积水，抢墒播种秋作物。③4

□本报记者 张海涛

“只收了一半，眼下正想办法抢
收呢。”6月 6日，说起夏收情况，商
水县发达高产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杜卫远言语间透着焦虑。

杜卫远的合作社目前流转土地
2000多亩，托管农田约 1万亩。近
日商水县降雨多，收割机进不了地，
小麦霉变是杜卫远最担心的事。

不仅杜卫远有这样的焦虑。我
省今年三夏期间遭遇恶劣天气，强
降雨、冰雹等袭击多地，如何和老
天抢收成，成了许多农民最揪心的
事。

记者从商水县农业局了解到，
和老天抢粮，还需要气象部门进一

步发力，对可能出现的灾害性天气
发布灾害预警信息。农民、种粮大
户要及时掌握天气变化，做好收割
准备，抓住机遇，成熟一块收获一
块。

目前，发达高产种植专业合作
社机械投资达到 200多万元，但尚
无烘干机。商水是农业大县，拥有
烘干机的只有七八家种粮大户。

省农科院小麦专家李向东说，
虽然目前烘干设备对小麦品质有一
定影响，但在今年的天气情况下，实
施烘干还能保证到手合格的商品
粮，如果霉变则损失更大。

从前年开始，我省已把粮食烘
干机列入专项累加补贴范围，农民
购买粮食烘干机可享受农机购置补

贴。目前问题主要在于，粮食烘干
机只有收获时才集中使用，平时闲
置率高。同时，烘干一斤小麦成本
会提高几分到一毛钱，进一步削减
种粮利润。

商水县种粮大户刘天华拥有烘
干设备，每年除了自己使用，也为其
他农民、合作社提供烘干服务，实现
了双赢。

省农业厅种植业处副处长黄伟
表示，随着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
的不断涌现，规模化经营的增多，烘
干机逐步代替自然晾晒是大势所
趋。今后还可以探索建立粮食烘干
社会化服务组织，提高烘干机使用
效率，进一步降低成本，让农民不惧
老天变脸。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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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前天气情况 农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

夏收夏播“抢”字当头

烘干机助农不看老天脸色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

“中原股权”）是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下称“中原资产”）的全资子公司，是中

原资产打造全牌照金控集团的重要业

务板块之一。

公司通过担任基金管理人、基金发

起人和基金投资人等方式，根据企业需

求及项目需要，提供基金组建、资金募

集、投资项目选择、投资后续管理以及

资本运作和投资退出等服务。通过为

企业成长和资本运作等提供长期、稳定

的战略性融资及其他增值服务；为机构

及个人投资客户提供参与发展潜力较

大的企业、行业的股权投资机会；通过

专业化的投资管理增值服务来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中原股权按照市场化机制运营，坚

持依法合规，创新实干的方针，秉承母

公司“创造价值、勇于担当、阳光分享”

的企业文化，努力弘扬“业绩为王、创新

为魂、人才为基、廉洁为本”的经营理

念，为社会创造财富、为股东创造价值、

为员工创造机会；致力于打造全国一流

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为员工提供完备科

学的教育培训机会和持续合理的职业

发展通道，关注员工职业生涯规划，营

造积极、高效、合作的企业氛围，实施市

场化薪酬激励考核机制，为员工提供施

展才华的职业舞台!

现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通过公

开招聘的形式，招聘中层管理人员 5

名，专业岗位人员7名。诚邀有志之士

加盟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携手

共创美好明天！

招聘职位

一、中层管理岗位（5名）

基金业务一、二、三部负责人各1名

综合管理部负责人1名、法律事务

部负责人1名

二、专业岗位（7名）

1.基金业务部：基金业务高级项目

经理岗3名

2.基金业务部：基金业务项目经理

岗3名

3.综合管理部：综合文秘岗1名

报名方式

1.简历收取截止时间为 2016年 6

月30日17时。

2.有意向者，请下载《应聘登记表》，

并将《应聘登记表》电子版及学历证、学

位证、身份证、职称、职业资格证等证件

PDF格式扫描件发送至zygq@zyamc.

net。邮件主题格式为：“应聘部门+应聘

岗位+姓名”。我公司仅接收电子版材

料，谢绝来电、来访。

3.报名截止后一个月内未收到通

知者，视作未通过筛选，我公司将对应

聘人员信息严格保密。通过筛选的候

选人，将参加公司组织的后续环节，具

体安排公司将另行电话通知。请应聘

人员务必填写正确的联系方式，保持通

讯畅通。

4.应聘者需对个人填报信息的真

实性负责。经背景调查不符者，取消录

用资格。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招聘公告

6月 3日，许昌县陈曹乡前李村，
农民正在田间忙着收获小麦。⑨2
乔利峰 摄

6月6日，大型麦秸打捆机在宁陵县华堡镇胡庄村刚收过的麦田里作业。三夏时节，该县农机局组织养殖专业
合作社，利用麦秸打捆机回收麦秸，储藏搞养殖，增效又环保。⑨2 吕忠箱 摄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通讯员 侯
萍)“今天你风靡了整个朋友圈/你的名
字深深刻在古温人的脑海/满腔热血在
异国他乡抛洒/最美年华在维和路上驻
扎……天堂里没有战争和灾难/没有分
离和哀怨/惟愿英雄一路走好！”

连日来，当中国维和战士——河
南温县西南王村 29岁的申亮亮牺牲
的消息传回来后,申亮亮的老师、战
友,有关部门领导和网友们,纷纷用各
种方式悼念英雄。前边的这首诗，就
是他的老师关贝贝的深情之作。

“我们小时候的理想五花八门，他
的理想一直都是当兵！”他的发小们回
想着一起成长的往事，神情黯然。

“部队很好，我也一切都好，爸妈

不用牵挂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
体！”11年来，申亮亮的父母已不记得
听他说过多少次这句话。

申亮亮的事迹也牵动着有关部门
领导和素不相识网友们的心。

焦作军分区政委刘新旺、某集团
军代表万鑫先后来到申亮亮家中，看
望慰问英雄父母。温县县委书记王玲
表示，申亮亮为国家争了光，是温县人
的骄傲，县委、县政府会尽力解决申亮
亮家中的困难。

“正是有了这样的英雄，才有了我
们和平稳定、幸福安康的生活！正是有
了这样的英雄，才更能体现我们日益强
大的国家的大国担当！”网络上，数不清
的网友纷纷留言向英雄致敬。③4

社会各界悼念河南籍
马里维和烈士申亮亮

（上接第一版）自己从技术人员到成长
为整个团队的领军人物，体现了利达
光电“技术为王”和人才领先的经营理
念和价值观。

目前，利达光电拥有河南省企业
技术中心、河南省光学薄膜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和省微显示工程研究中心三
大研发平台，承担着国家“863”计划、
国家火炬计划在内的5项重大科技攻
关项目，成为全国光学薄膜技术人才
的培养中心和输送基地。

“技术为王”领跑行业前沿

6月6日，在利达光电下属的镀邦

光电产品展示区，技术人员拿出粘贴
了新型屏幕保护膜的智能手机，不论
是在自然光还是强光的照射下，显示
内容都十分清晰；拿出钥匙、硬币在保
护膜上反复摩擦，见不到一丝划痕。

“利达研发的这种‘类蓝宝石超
硬无反光薄膜’工艺，兼具超强硬度
和超高清特性，对光线的透射率超过
了 99.5%，可以广泛应用在智能手
机、车载触屏、可穿戴系统等领域，技
术水平世界领先。”李智超说，信息技
术已经进入光电时代，以技术创新为
核心竞争力，占领细分市场主导地
位，是利达光电不断实现超越发展的
秘诀所在。

2014年，利达光电与国内智能终
端面板领域主要制造商金龙机电进
行合作，布局全球领先的低温等离子
体磁控溅射镀膜技术，布局超硬薄
膜、柔性显示超硬触屏、硬彩玻璃生
物识别窗口等产品领域，合作生产智
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数码终端触显

“蓝宝石”屏，筹划形成月产 1000 万
片以上类蓝宝石超硬无反光薄膜面
板生产能力。

李智超认为，在迅速发展变化的
国际市场竞争中，技术创新是企业进
步的灵魂。近年来，利达光电研发的
合色棱镜、TIR空气隙棱镜、OLPF光
学低通滤波器和投影系统用透镜等产

品被评为国家“高科技产品”、“国家火
炬计划项目”，国际市场占有率均居第
一。特别是采用最先进的合色方式对
合色棱镜进行了自主创新的研发，结
束了该产品被日企垄断的局面。

针对国家大力倡导的创新驱动战
略，利达光电提出实施“百千亿”战略，
即年产百万光机、千万镜头、亿件元
件，构建以薄膜技术为核心，覆盖光学
材料、元件、组件、整机全产业链条、垂
直整合、纵向拓展的产业集群。

“利达光电的未来目标是逐步发
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光电产品制造基
地，让南阳的光电产业走向世界。”李
智超表示。4

站在行业前沿的“智造”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