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02│要闻 2016年7月17日 星期日
组版编辑 刘晓阳 王昺南

全民阅读 书香四溢

排队等候进馆的读者。

本报讯（记者 宋敏）7月 15日，记
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
为加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精准扶贫
功能，我省出台了一系列“兜底”措施，
提高贫困地区社会保险水平。

今年以来，我省进一步研究制定
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政策调整
机制，鼓励缴费困难群体续保和改善
缴费结构。在全国和全省统一提高基
础养老金的基础上，有 62 个县（市、
区）不同程度上调基础养老金政府补
贴标准，其中郑州市幅度最大，在每人
每月120元的基础上增加18元，增至
138元；辉县市提高到118元；三门峡
湖滨区提高至100元。

部分地市开始或计划增发高龄补
贴。其中，郑州市在为70岁以上参保
人员发放高龄生活补贴的基础上，从
2016年起，将发放范围扩大到80岁以
上 的 所 有 户 籍 老 人（80-89 周 岁 、

90-99 周岁、100 周岁以上老人每人
每月分别为 100元、200元、300元），
实现高龄补贴全覆盖。

在全省建立社保兜底扶贫机制，引
导有条件的地区将扶贫对象由政府逐
步纳入代缴最低养老保险费范围。
2015年，我省各级政府为全省1075万
重度残疾人、贫困残疾人、烈士遗属、领
证的独生子女父母等特殊群体全额或
部分代缴保费9100万元，今年鼓励各
地将代缴群体扩大至所有贫困人群。

积极实施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对
贫困对象做到“应保尽保，不漏一
人”。为精准识别贫困对象，去年年底
以来，我省开展了贫困村和贫困对象
的调查摸底、识别认定、建档立卡工
作，对贫困对象进行实名登记。目前，
全省约有 430万贫困人口，其中涉及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需兜底的贫困对象
共403.2万人。③6

□张向胜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转眼之
间，我入党快 20个年头了，当时站在
党旗下向党宣誓那庄严神圣的一幕
仍时时浮现在我眼前，特别是入党誓
词，永远刻在我心中，激励我与企业
共成长。

1988 年 9 月，高考落榜的我因
家境贫寒，没有继续复读，被对口支
援新县老区的原新密矿务局（现郑
煤集团）王庄煤矿招收为农民协议
工。

井下挖煤是重体力劳动，好在自
己年轻力壮，踏实能干，上班第二年，
我就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

1998年 7月 1日，我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梦寐以求
的愿望。

自入党那天起，我更加严格要求
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常常帮助工友，
积极参加义务劳动和社会公益活动。
工作之余，喜欢舞文弄墨的我开始有
一些“豆腐块”见诸报端，20年来共发

表各类作品3800多件。
近年来，郑煤集团深化改革，内

抓管理，外拓市场，经济实力明显增
强。随着企业的发展，我的身份和岗
位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农协工变
成了合同工，由原来的井下一线采掘
工变成了机关文员。虽然工作几经
变动，但忠诚企业、敬畏岗位、履职尽
责、乐于奉献的赤子之心没有变。
2011年嵩阳下属分公司改制、精简机
构和人员时，我主动要求到兼并重组
矿井工作。到基层后，我深入了解情
况，主动作为，积极参与处理了一批
工农关系、工伤纠纷、信访事件等棘
手问题，很快赢得了兼并重组矿井

“五职”矿长特别是合作股东的信任
和好评。

当前，煤炭行业产能过剩，脱困发
展面临着严峻考验。面对困境，我要
牢记入党誓词，不忘初心，以服务为
乐，以奉献为荣，发挥好共产党员的模
范带头作用，为企业的建设作出自己
的贡献。③6

(作者单位：郑煤集团嵩阳公司）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7月 15日，
记者从省政府召开的全省地质矿产工
作座谈会上了解到，我省超额完成了
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第二阶段任务，实
现地质找矿重大突破。副省长赵建才
参加会议。

会议透露，我省实施找矿突破战
略行动五年来，中央、地方财政和社会
投入勘查资金70多亿元，数万名地质
工作者参加了找矿工作，累计完成钻
探383万米。截至2015年底，全省累
计查明大中型矿产地 141 处，铝土、
锑、钼、钒、岩盐、冶镁白云岩等重要矿
产新增资源储量持续保持全国前列，
超额完成了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第二阶

段任务。
据介绍，五年来，我省煤、铝、铁等

矿产资源面貌基本查清，累计新增煤
炭资源储量 457亿吨，探获铝土矿资
源储量超过10亿吨，新增铁矿资源储
量16亿吨。

金、银、铅锌、钼多金属矿找矿也取
得突破性进展，发现大中型金矿产地
14处，新增金资源储量350吨；栾川地
区新提交钼资源量达到超大型规模。

重要非金属找矿成果也十分突
出。在桐柏发现特大型天然碱矿和芒
硝矿，中牟地区发现较大厚度的页岩
气含气层段，西峡太平镇稀土矿资源
达到中型规模。③6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孙静

“爷爷是名解放军老战士，他和
战友有个约定，一起回当年征战过的
地方看看，我想陪他完成这个心愿。”
近日，河南 90后青年朱哲希望陪 87
岁的爷爷重走军旅路的愿望在微博
上发出后引起广泛关注。在省军区、
省委老干部局和河南日报的联合支
持下，这一圆梦之行于7月 15日正式
启动。

帮爷爷圆梦，90后期待
经受洗礼

在河南生活、工作 50 多年的老
兵朱文斌，17岁从山西老家从军，参
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我
有三个战友，我们一起参加绥远战
役、抗美援朝战争，又先后来到河
南。我们约好要一起回到当年打仗
的地方看看，现在两个人不在了，一
个人卧床不起，我还走得动，想代他
们走一趟。”

朱文斌多年的愿望让他唯一的孙
子朱哲一直记挂在心。这位 90后青
年刚刚大学毕业，在选择未来人生方
向的关键期，他希望陪爷爷重走一遍
军旅路。

“带爷爷自驾出行，从河南到山西
再到内蒙古，3000公里吧。这不仅是
帮爷爷圆梦，对我也是一种洗礼，等我
回来或许更清楚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
生活。”朱哲说。

病床前的“出发仪式”，
一个都不能少

7月 15日，朱哲陪爷爷先后回到
713研究所和位于郑州郊区的某军工
试验基地，这是朱文斌曾工作过的地
方。“我最长一次在这儿待过大半年，
以前这里还很偏僻，条件艰苦，就我和
同事三个人，我们除了做饭吃饭休息，
其他时间都是在做试验，很苦但很充
实，干起活来日子过得特别快。”朱文
斌触景生情忆起往事，也让朱哲思考
起自己的生活状态。

“爷爷对工作很单纯专注，我们这
代人不缺吃喝，但想专注做好一件事

却很难，是否因为选择太多，反而不清
楚自己最想做什么？”朱哲为此趟行程
抛出了第一个问题。

“老李，老李，我是朱文斌啊，我来
看你了，你睁开眼看看我啊。”7月 16
日下午，即将启程前往山西的朱文斌
来到郑州某疗养院，看望因阿尔茨海
默病入院的战友李自强。

老人一直在昏睡，朱文斌拉着老
战友的手不停地喊他的名字。旁边的

朱哲和爷爷一样，眼眶有些湿润。
“老李，明天我就出发了，你现在

不能动，你放心，我代表你们去，咱四个
一块回去。”临行前，朱文斌抱着过世战
友的照片让孙子为他们拍下一张合
影。“这是我们的出发仪式。”老兵说。

邀你见证圆梦之旅，本
报全媒体独家直播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9周年”，健
在的老兵越来越少，听他们亲述革命
经历的机会更是难得。

为让读者更加直观了解祖孙二人
重走军旅路的行程和细节，河南日报
将通过报纸、网站、微博、微信等全媒
体平台持续报道，并在金水河客户端
上全程图文直播。

扫描二维码，登录金水河客户端，
看直播同时留言讲述你身边的老兵故
事。③5

入党誓词激励我与企业共成长

“不忘初心，重温入党志愿”征文选登
河南省委组织部 河南日报社联合举办

我省地质找矿实现重大突破

我省62个县（市、区）提高养老金标准

社保兜底助力精准扶贫

为了完成和老战友重走军旅路的约定

87岁老兵再出发

7月 16日一大早，焦作市很多市民、学生就陆续赶到图书
馆排队等候进场。近几年，该市积极打造全民阅读平台，不断
改善阅读环境，通过“萤火虫阅读计划”的实施，使“全民阅读”
热度不断升温。记者在焦作市图书馆看到，这里每个阅览室都
座无虚席。据进场电子屏显示，每天都有超过4000人（次）来
该图书馆读书。⑨2

书海觅珍。

老兵朱文斌向孙子讲述自己当年做试验的往事。⑨1 朱哲提供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上接第一版）
走进近 10万平方米的冰熊冷藏

车生产车间，是另一番热火朝天的景
象：一条条生产线上，一台台大型冷藏
车旁，压板、组装、装饰等各个生产环
节紧张有序，工人们那认真的神态，让
人想到了“穿针”。

“我的工作是‘挑刺’：大到整机，
小到每个螺丝，最后要挑不出‘刺’！”
高级技术员金元朝告诉记者。

“要做就做最好的。”据王传祥介
绍，1994年，当冰熊成立冷藏车公司
时，就全套引进意大利冷藏车生产技
术和工艺设备，生产国际上最为先进
的第五代全封闭聚氨酯板块黏结结构
的冷藏保温车。1999年 2月，冰熊率
先在国内同行业通过了 ISO9002：
1994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2003 年 5
月在同行业率先通过了“CCC”质量认
证。

2012年，冰熊又与美国大丹公司
合作，引进美国高强度复合面板，生产
高档轻量化的 PP蜂窝芯结构的厢式
车。与普通玻璃钢相比，保温隔热性
更好，强度提高了近3倍，重量也减轻
了三成。

目前，冰熊拥有民权和上海两个
大型生产基地，年设计生产能力冷藏
保 温 汽 车 6000 辆 ，其 他 专 用 汽 车
5000辆，已有150多种型号的专用车
上了国家汽车产品公告，产品各项专
用性能指标均达到国家A级标准。

“没有创新，就没有未来”

这是一台安装了远程控制装置的
冷藏保温车，客户坐在办公室里，就可
以对远在千里之外的车辆进行定位监
控和温度控制；

这是一台蓄冷式冷藏保温车，通
过蓄冷和放冷实现温度调节，以维持
货物所需温度，采用的是一种低能耗、
无污染的节能环保绿色制冷方式；

这是一台双温冷藏车，用两台压
缩机为车厢不同区域提供两种冷藏温
度；

此外，冰熊家族还有太阳能冷藏
车、净水设备车、医技保障车、野营沐
浴车、疫苗运输车、粮食熏蒸车、移动
通信车，等等。

以冷藏保温车起家的冰熊，目前
研发车辆已涉及食品、冷饮、卫生防

疫、化工、医药、金融、军用特种车辆等
多个领域。

“没有创新就没有未来。”王传祥
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冷藏保温车市场
的年需求量也就 2万台左右，冰熊只
有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不断创
新，才能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因此，冰熊在做强主业——冷藏
保温车的同时，还把目光瞄向市场更
为广阔的特种专用车市场。

经过几年的发展，冰熊的特种车
年设计生产能力已达5000辆，几乎占
冰熊年产销量的半壁江山。

河南省厢式专用车工程技术研发
中心、河南省专用车博士后研发基地
的设立，让冰熊有了更为雄厚的资
本。目前，冰熊拥有享有国家技术津
贴的专家2人，高级工程师9人，其他
专业技术人员98人。

“他们是冰熊未来发展的希望。”
王传祥说。③2

□王平

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技术、人

才、管理对企业发展很重要，但决定企

业生死存亡的是市场。虽然拥有充裕

的资金、先进的技术、优秀的人才、科

学的管理，可如果生产的产品不被市

场认可，企业就是在做无用功。

产品竞争，市场为王。在多年来

一直采取“以销定产”销售模式的国内

冷藏专用车行业，更是如此。

从仅能生产小批量、品种单一的

冷藏车起步，到今天拥有年设计生产

能力1万多台功能各异、品质优良的冷

藏保温车和各种专用车，冰熊一直坚

守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理念，市

场需要什么产品,就设计生产什么产

品，始终为消费者提供质优、价廉、方

便、实用的产品和服务，这是冰熊站在

行业前沿的绝招。

冰熊，为我省制造企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

例。3

行驶在创新发展的高速路上

采访手记

市场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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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陪爷爷
重走军旅路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通讯员
王淏）7月 16日，岳飞纪念馆在岳飞
故里汤阴县开馆。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
国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刘兰芳，在
开馆仪式上用东北大鼓倾情演唱了
岳飞的《满江红》。

汤阴是我国著名民族英雄岳飞
的故乡，县城里的岳飞庙是纪念岳
飞的祠庙，现存明、清碑刻200余块，
包括岳飞“还我河山”、“墨庄”、“出
师表”等著名碑碣。岳飞纪念馆位
于岳飞庙东部，占地 6000 多平方
米，共有三层，包括地下一层和地上
两层，陈列布展面积 6500 平方米。
一层主要以文图等形式展示岳飞的
军事思想以及“忠、孝、文、武、公、
廉、俭”精神。二层以历代名人对岳
飞的评价及岳飞精神在当代的体现
为主，还有岳飞相关文学作品和民
俗艺术品展出。地下一层运用现代
数字化技术对岳飞的生平及岳家军
历史进行动态展示。

一层大厅有新立的岳飞雕像，
高8.6米，基座高3.9米，宽1.103米，
重 86吨，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室内岳
飞花岗岩雕像。

72岁的刘兰芳风采依旧，她激
动地说：“我说书已有57年，但因说
岳出名，是借着‘岳爷’的光。岳飞
忠孝精神感召日月，光照华夏。我
们应该把岳飞的故事整理好讲述
好，让岳飞精神代代传承。”③6

岳飞纪念馆
在汤阴开馆

提高贫困地区社会保险水平措施

今年以来，在全国和全省统一提高基础养老金的基础上，我
省有62个县（市、区）不同程度上调基础养老金政府补贴标准

● 郑州市在每人每月120元的基础上增加18元，增至 138元，增幅最大

● 辉县市提高到 118元
● 三门峡湖滨区提高至 100元

●2015 年，我省各级政府为全省
1075万重度残疾人、贫困残疾人、
烈士遗属、领证的独生子女父母等
特殊群体全额或部分代缴保费
9100万元

●今年鼓励各地将代缴群体扩大至

所有贫困人群
制图/党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