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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春喜

相传2000多年前，老子为祛除百
姓病痛，历尽千辛万苦，经过上万次实
验，最终炼成长生不老仙丹。

2000多年后，在老子炼丹地的周
口市郸城县，一群人致力于“改善人类
生活”，将玉米层层“淬炼”，也炼成了
光彩夺目的“金丹”。

传奇来自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它以玉米为原料，采用微生物发
酵技术，生产的乳酸及产品被广泛应
用于食品、医药、化工等领域，渗透到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它是我国最大的乳酸行业龙头企
业，生产规模亚洲第一、世界第二。

更为人瞩目的是，其自主研发的
L-乳酸产业化关键技术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打破
了国外技术封锁和市场垄断，开创了
我国乳酸生产的新局面，被国际竞争
对手视作“金丹威胁”。

寻常中的不平常

细雨中，记者来到地处豫皖交界
的郸城县，走进金丹乳酸公司。

800多亩的厂区，少有人影，入目
皆是仓罐林立，（下转第四版）

□刘婵

从设备落后、工艺简陋的“小作

坊”，到技术先进、国际知名的“行业巨

头”，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成长记”，展现了志存高远、满怀激

情、永不满足的强大企业精神。

志，是心怀苍生。企业追求利润、

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但若

一切经营活动、发展目标仅仅围着金

钱打转，无疑是短视的，注定长不成参

天大树。以“改善人类生活”为己任，

目光深邃，有一份大爱、大诚、大信，无

论顺境逆境，都能勇往直前。

志，是家国情怀。“做世界乳酸的领

跑者”，国外有的技术，我们一定要有，而

且更好更强，金丹人脚踏实地，苦练深厚

内功。这样的中国企业还有很多，海尔

“敬业报国追求卓越”，华为崇尚“狼性”

文化，都在各自领域取得佳绩。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与其自惭形秽，不如锤炼

企业精神，凝聚软实力，提升竞争力，以

民族责任感激发创新动力。1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6月 7日，
省政协召开十一届三十一次主席会
议，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协主席俞正声在河南调研指导工作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全省脱贫
攻坚第一次推进会议精神和谢伏瞻书
记在省政协机关调研座谈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研究召开省政协十一届十七
次常委会议有关事宜。省政协主席叶
冬松主持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
史济春、李英杰、龚立群、高体健、钱国

玉和秘书长郭俊民出席会议。
会议首先传达学习了俞正声主席

在河南调研指导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和省委书记谢伏瞻在传达俞正声主
席重要讲话精神时的讲话要点，学习
贯彻了全省脱贫攻坚第一次推进会议
精神和谢伏瞻书记在省政协机关调研
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会议指出，俞正声主席的重要讲
话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具有很强的针
对性、指导性、可操作性，为我们做好

民族宗教工作、政协工作和其他有关
工作指明了方向。一要认真学习，把
握精神，以学习贯彻俞正声主席在河
南调研指导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
契机，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中央和全国政协
关于政协工作的有关要求，学习省委
关于加强和改进政协工作的文件精神
和谢伏瞻书记的讲话精神，进一步增
强做好政协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要抓住要点，（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李英华 陈慧

六月初，光山县文殊乡方洼村。
微微的细雨中，地里刚插好的秧苗透
出嫩生生的绿，高低不平的丘陵上一
畦畦土地错落有致，青翠欲滴的茶苗
仰起头，畅快地吸吮雨水。

这里是中央办公厅驻光山的扶贫
联系点，在不久前全省脱贫攻坚第一
次推进会上，受到了省长陈润儿点名
表扬。在如火如荼的脱贫攻坚战中，
这个小村落何以得到这么高的评价？

“大忙人”老党

6月2日早上八点半，记者来到中
办驻光山扶贫工作队队员党孝民的宿
舍楼下。敲门，没人。邻居说，他已经
下乡了。从光山县到文殊乡方洼村，不
过30公里，可路越走越窄，泥泞不堪，

记者开车硬是花了40多分钟才赶到村
委会。可是，再一次扑空，村委会工作
人员说，他去看茶苗了。沿着山路走了
20多分钟，终于在路边见到了他。

花白的头发挂着雨丝，鞋上裤子
上黄泥点点，要不是一口地道的普通
话，很容易把他当成一名当地干部。

“别叫我主任，也别叫县长。”中办中直
管理局某办公室主任党孝民上来就
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扶贫干部。”为
了扶贫，24个中央直属单位派人进驻
我省31个重点扶贫开发县，去年年底，
中办派党孝民、郭伟立来到大别山革
命老区、国家级贫困县光山，老党在当
地挂职县委常委、副县长。

“要采访？”他抓了抓头发，“县里

扶贫办的同志还等着说事，要不，咱们
边走边说？”得，裤管也不用放下了，继
续走。

“党县，又来啦？”“党县，你看我这
茶苗种得咋样？”一路走着，遇见的村
民跟他打着招呼。

一亩茶 一口塘

“你看，这里原来叫碟子塘，现在叫
碗塘。”老党戏谑地说。塘里以前淤泥
多，水浅，好比一个碟子，村民就把它形
象地称为碟子塘；中办扶贫工作队联系
水利部门，清淤泥、净化水质，引导农民
养鱼养鸭增加收入，碟子变成了碗。

（下转第二版）

□本报评论员

“欲成非常之事，必施非常之策，

尽非常之责，待非常之人”。打赢脱

贫攻坚战，是让一亿河南人民共享改

革发展成果、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

大举措，真抓实干，各尽其责，严格落

实 责 任 ，才 能 攻 坚 拔 寨 啃 下“ 硬 骨

头”，向人民交上满意答卷。

凡事最怕认真二字，脱贫攻坚，

更要真抓实干，容不得半点虚假。新

华社日前报道，西部某县急于在扶贫

工作上出成果，在数字上动心思，宣

传某典型“近 3 年出栏商品鸡 3 万多

只 ，产 值 近 280 万 元 ，利 润 60 多 万

元”，而养殖大户坦认“仅有 1 万多

只，产值 30 多万元，利润也就 10 多万

元”。把一个普通养殖大户包装成扶

贫致富典型，不但扶贫没效果，反而

弄得该养殖户不堪重负。玩数字游

戏，搞“数字脱贫”的，在我省个别地

方也不同程度存在。敷衍塞责、应付

了事，甚至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在扶

贫工作中是绝对不允许的，一经查

实，要严格追责。

有责任心才能克服浮躁心理，把

工作抓“真”、抓“实”、抓“细”。脱贫

攻坚，责任重于泰山，不仅是经济发

展上的工作任务，更是一项政治任务

和历史使命，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向

人民的庄严承诺，必须从全面从严治

党的高度清醒认识。全省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本着对党忠诚，对党负责，对人

民负责的态度，以开展“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为契机，变说为做，察实情、出

实招、求实效，坚决打赢这场硬仗。

明 确 责 任 、各 司 其 职 、各 负 其

责。事无巨细，胡子眉毛一把抓，表

面看动静不小，实则没有章法，效率

低下；明确责任，细化分工，统筹兼

顾，突出重点，才能有效推动工作进

展。省委、省政府对脱贫攻坚工作负

总责，人大要开展专题询问和监督，

政协要开展调查研究、协商论证和民

主监督。要落实好省级领导干部和

省直单位联系贫困县制度，及时发现

问题、加强指导和督促检查。贫困县

党委、政府要承担起主体责任，靠真

抓实干打赢脱贫攻坚战。驻村第一

书记和驻村工作队要真正扑下身子、

开动脑筋，多谋扶贫良策。

脱贫攻坚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我们要横下一条心，拧成一股绳，以

时不我待的责任感，投身于脱贫攻坚

的火热实践中，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打下坚实基础！3

做好军转安置工作 促进国防和军队改革

真抓实干 交好答卷
——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向纵深发展之四

走近河南制造““隐形冠军隐形冠军””⑦⑦

习近平对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期间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扫一扫下载
河南日报
金水河客户端

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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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栾姗）6月7日，河南
机械装备投资集团发布喜讯，该集团旗
下的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美国客户供应综合机械化成套液压
支架项目成功签约，这标志着中国煤机
制造实现了美国高端市场零的突破。

郑煤机是我国首台液压支架诞生
地、世界首台放顶煤液压支架诞生地，
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院士工作站等科研机构，先后
承担了国家多项煤矿综采装备重点项
目的研制开发，液压支架研发实力和装
备制造水平全球领先。此前，郑煤机产
品已成功进入俄罗斯、印度、土耳其等
海外市场，但整个中国煤机行业尚无进
军美国高端市场的成熟经验可供借鉴。

此次中标美国成套液压支架项

目，源自郑煤机积极调整发展思路，增
强转型发展动力，在坚持以综采成套
设备为主打产品的基础上，形成采掘
装备的成套设计、制造、销售、服务一
体化的能力，逐渐拉长产业链，向煤机
设备“供应+服务”商转型。美国客户
评价说：“购买郑煤机的成套液压支
架，节省采购时间、装备协调率高、售
后服务方便。”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
是最持久的动力。截至目前，郑煤机
已实现拥有国际专利57项，已获受理
的专利申请35项，是中国煤机行业当
之无愧的创新“领头羊”。可以说，美
国高端市场零的突破，是郑煤机“打
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煤机品牌”的关
键一步，更是河南装备制造业响应

《中国制造 2025河南行动纲要》精神
和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大省的具体
行动，让世界见证了河南自主创新的
力量。

据了解，面对煤炭行业下滑，公司
业绩增长低于预期的状况，郑煤机将
不断加快攻坚转型的步伐，拟22亿元
收购亚新系6家汽车零部件公司，分块
搞活整体推进企业改革，通过进军汽
车零部件产业，跨界寻找新的盈利点。

省发改委产业研究所所长许贵舫
说：“在煤炭、钢材市场持续低迷、行业
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郑煤机为摆
脱困境转型发展，通过‘走出去’‘跨界
发展’摸索出一条深化企业改革新路
子，对河南国企改革乃至中国煤机行
业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③4

郑煤机液压支架成功打入美国市场
中国煤机制造实现美国高端市场零突破

本报讯（记者 李铮 通讯员 司马
连竹 王松林）“国家联合验收组同意
南阳卧龙综合保税区通过验收！”6月
7日上午，由海关总署、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商务部等专家组成的联合验
收组前往南阳卧龙综合保税区实地考
察，一致同意验收通过。这是继郑州
新郑综合保税区后，全省第二个通过
国家验收的综合保税区。

南阳地处中原腹地，设立综合保
税区相当于在内陆设立“无水口岸”，综
合保税区是我国目前除自贸区外，开放
层次最高、优惠最多、功能最齐全、手续

最简化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综合保
税区可为生产制造及进出口企业提供
极大便利，增进本区域外向型经济发
展，提供承接产业转移和人口就业的综
合平台。入驻企业和进出口报关客商
可享受国家制定的相关退税、税种免征
和便捷报关等待遇。对当地市民来说，
有了保税区，今后有望在家门口以较低
价格购买到进口优质产品。

卧龙综合保税区位于南阳光电产
业集聚区北部，规划面积3.03平方公
里，一期建设面积 1.045 平方公里。
区内规划建设综合服务区、保税物流

区、检验检疫处理区等六个功能区。
在区内，可开展国际转口贸易、国际采
购配送、国际中转、商品展示等业务。
截至目前，卧龙综合保税区已经签约
5个加工项目，总投资10亿元，年可实
现出口创汇4.28亿美元。

按照规划，该保税区将依托南阳光
电、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以区域保税
物流为支撑，和新郑综合保税区积极开
展合作对接，形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的延展区，成为我省商务中心
区和特色商业区“两区”建设的助推器
和中部地区崛起的增长极。③5

南阳卧龙综保区通过国家验收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房前屋后一亩茶 一塘肥鱼一群鸭
省政协召开十一届三十一次主席会议

传达学习俞正声重要讲话精神
坚定方向 助推发展 凝聚力量 提高水平
叶冬松主持会议并讲话

周口金丹

做世界乳酸行业的领跑者
志存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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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盔勇士”铸军魂
——追记河南籍马里维和烈士申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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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点评今年河南高考作文——

“成功的标准”是题眼

距开幕还有 天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