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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本报讯（记者 栾姗 任国战）8月
23日，记者从省国资委获悉，在安钢改
革指导组的组织协调下，安钢集团与
安阳市政府就企业办社会职能剥离工
作正式对接，这也是“三煤一钢”中首
个迈开分离办社会职能改革步伐的国
企。

早在2004年，安钢集团就已经剥
离了七所中小学和幼儿园，企业办公

安职能也移交社会。但由于历史原
因，目前安钢集团仍承担着职工生活
区、周边农村和一些事业单位的供水、
供电、供暖，以及生活区的环卫、社区
管理、过境道路维护等社会公共物业
管理的“三供一业”职能，每年需承担
1.1亿元的费用。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国有
工业企业改革的要求，安钢集团与安

阳市政府经过充分沟通后，公共基础
设施坚持“先移交、后改造”，对于改造
标准、费用分担等具体问题，有明确规
定的要按规定办，规定中没有涉及的
具体问题要协商办，双方协商未达成
一致的要提交国企改革领导小组。

据了解，安钢集团管理的市政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机构和社区管理组
织实施移交、撤销或改制，推进退休人

员社会化管理，要在2016年年底前实
现“大头落地”，电改、煤气、暖气、物业
等已经具备条件的将先行推进，争取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走在全省改
革工作的前列。

省深化国企改革领导小组要求，
安钢集团与安阳市政府要求大同、存
小异，共同担负起剥离企业办社会职
能这项重任，确保按期完成目标。③5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8 月 23
日，记者从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获悉，截至 7 月底，该局共受理跨境
电子商务企业备案 200家、商品备案
47364 种；监管跨境电子商务保税入
区商品4205批、货值25.79亿元，出区
包裹 2491.49 万个、货值 26.58 亿元；
直邮进境商品 15.62 万件、货值 6117
万元，出区包裹数居全国十三个综合
试验区首位。

据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面对我省进口跨境电子商
务以化妆品、母婴用品、食品（含保健
品）三类高风险商品种类为主的现状，
检验检疫部门多措并举，为我省跨境
电子商务严守质量安全底线。实施了

企业自主商品备案检测，对涉及检测
不合格的商品批次均已按照检验检
疫要求实施退运或销毁处理；在航
空、铁路口岸及特殊开放区域进行入
境检疫监管，切实维护健康安全、生
物安全、环境安全、消费安全和反恐
安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河
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出来自境外的
不合格木质包装17批，并按要求进行
了除害处理。

据介绍，目前，跨境电子商务已
在全省推开，实现多载体、多模式、多
元化发展。先后吸引聚美优品、小红
书、京东、唯品会等龙头跨境电商企
业入驻，形成了一批跨境电商产业集
群。③4

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 实习生
杨喜喜）8月 22日记者获悉，今年财
政部下拨我省1亿元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用以支持革命老区扶贫开
发。上蔡县、民权县、桐柏县、卢氏
县、太康县 5个国家级贫困县将分
切这块“蛋糕”，分别获得2000万元
的资金投入。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扶贫项目
2008 年开始在我省实施。截至
2015年底，已累计投入公益金3.82
亿元，在国家级贫困县中的28个革
命老区县实施了整村推进项目和小
型公益设施建设项目。

此外，我省从 2012 年开始实
施省级专项彩票公益金扶贫项
目。4年间，已累计投入资金 9000
万元，今年又投入 6000万元，已安
排到 6 个省级贫困县实施小型公
益设施建设项目，用以改善贫困地
区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贫困群众收
入水平。

这次下达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将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项目
跟着规划走、规划跟着脱贫目标走、
目标跟着脱贫对象走”的原则，结合
脱贫攻坚规划，纳入项目县财政涉
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③3

本报讯（记者 王映 通讯员 崔
莹）8月 18日，濮阳市奥林匹克公园、
顺河湿地等6个城市水系项目集中开
工。据了解，该市将斥资40.88亿元，
用 3 年时间打造“九河贯城、九湖映
城、五泽润城、多环成网”的生态宜居
水城。

近年来，濮阳市投资20多亿元修
建了库容 1800余万立方米的引黄调
节水库，并对城区近40公里的河道进
行综合整治。目前，濮阳城区河道景
观蔚然形成，基本实现“通、净、绿、
亮”的治理目标。今年，濮阳市利用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契机，立足现有城

市水系基础，通过提升、改造、延伸、
新建、扩水造景等措施，谋划了城市
水系建设项目30个，力争实现一城活
水，让城市更加灵动、秀美。

在城市水系项目之外，8 月 18
日，濮阳市第三水厂供水二期扩建工
程、第一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也同时
动工。濮阳市第三水厂的日供水能
力将由原来的 8 万立方米提高到 16
万立方米，第一污水处理厂扩建后日
增加处理规模 6万立方米，它们将极
大缓解城区用水压力，提升污水处理
能力，为打造生态宜居水城提供基础
条件。③7

□本报记者 吴烨

33岁时，在一家煤矿打工时因事故
左腿高位截肢，但他靠着过人的毅力，
挺过难以想象的重压；57岁时，在扶贫
工作队的帮助下，他再次燃起致富创业
的激情，用常人难以想象的勤劳和坚
韧，走出一条依靠种植和养殖致富的脱
贫之路。

8月 22日，在距卢氏县城 90多公
里的瓦窑沟乡观沟村河西组，记者见到
了杨书春。

57岁的杨书春告诉记者，当年失去
左腿后，他曾一度意志消沉。经过一段
时间的煎熬后，他暗下决心：不能就此
沉沦下去，要和别人一样过上正常的生
活！从此，他架起双拐，从练习走路开
始，慢慢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经过
多次摔打，杨书春已经能够熟练地锄
草、挑水甚至爬树。

村民们说，杨书春遇事能吃苦、爱
琢磨。他从1998年开始尝试种植袋料
香菇，边摸索边实践，从袋料装填、消
毒，到菌种植入都是一个人完成，最忙
的时候三天三夜不睡觉。慢慢地，他能
自行培育菌种，还当起了附近菌农的技

术指导员。尽管近几年香菇市场持续
低迷，每年1万袋香菇的收入只有2万
元左右，但令他欣慰的是，去年已还清
了自己建新房时欠下的债务。

单靠种庄稼和香菇还不能很快致
富。今年4月，县国税局扶贫工作队进
驻观沟村后，老杨多次和工作队负责人
强建怀一起，探讨脱贫致富的门路。他
们一致看好黑猪饲养，强建怀为此借给
杨树春5000元作本钱。

今年端午节，杨书春买了5头小猪
放进租来的猪舍内，像抚养孩子一样精
心照料。看着目前已长到百十斤重的
黑猪，他给我们算了笔账：秋庄稼收获
后，建个小型养猪场；明年4月，黑猪就
能发展到40头，到明年底可发展到80
头。两年后，一年的收入就是10万元，
实现脱贫没问题。目前，卢氏县国税局
正在帮他协调筹建猪场所用的石棉瓦、
水泥和砖等材料。

杨书春说，现在政策好，但不能光
等靠国家支持，自己挣钱才是本事。看
到有 10多户村民也想通过养猪致富，
他赶紧去找乡长，希望乡里能办一个黑
猪饲养培训班。他说：“乡亲们有需要，
我可以向他们传授技术。”③7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自 8月份
中欧班列（郑州）实现每周“去三回三”
往返均衡常态高频开行以来，郑州国
际陆港公司的“朋友圈”不断拉大，不
少国际货代公司“登门”寻求深度合
作，共同掘金“一带一路”。

8月 22日至23日，国际知名货代
公司雅达物流 (A.R.T. Logistics)一
行 3人来到郑州国际陆港实地考察，
寻求合作。“从郑州开往汉堡的这趟中
欧班列，覆盖及辐射范围广、开行频次
高、运送货类多，综合竞争力强。”雅达
物流德国公司经理丹尼尔对中欧班列
（郑州）的优势十分看好。

“太惊讶了，这里的仓储、基础设
施、特种箱业务、过境中转、铁海空公
多式联运等都是一流的。”通过实地参
观，丹尼尔更坚定了寻求深度合作的
信心。他表示，下一步，要在加大拼
箱、整柜、进出口贸易等业务合作的基

础上，广泛开展仓储、报关、公路物流
等多领域合作。

据介绍，雅达物流在多个国家都
设有公司，核心业务涵盖多式联运物
流项目和大型货物运输，在欧盟和蒙
古一线还专门启动了新型的公路零担
物流服务。郑州国际陆港公司总经理
助理康岩透露，班列的频密开行正引
发“连锁反应”，最近像雅达物流一样
积极来寻求深度合作的国际货代公司
还有很多。

“在欧洲，班列运行线路多、集疏
网络发达，业务范围已由‘丝绸之路
经济带’沿线国家扩展至欧洲全境，
目前出现班班‘爆仓’的现象。”康岩
告诉记者，中欧班列（郑州）的品牌效
应逐渐凸显，仅欧洲区域，与班列建
立合作联系的货代公司、物流企业有
500 多家，产生直接合作的就有 200
多家。③4

安钢率先剥离办社会职能
我省“三煤一钢”迈出分离办社会职能改革步伐

杨书春：致富路上的“独”行侠

1亿彩票公益金助老区脱贫

前7个月我省跨境电商出区包裹2491万个

居全国13个综合试验区首位

中欧班列（郑州）高频开行引发“连锁反应”

国际货代公司上门来“联姻”

濮阳40亿元打造生态水城

8月 21日晚，夜幕降临，一架架飞机似倦鸟般飞回了机场，紧
张的航后工作也拉开了序幕。

刚落地的飞机发动机及刹车组件散发着巨大热量。在南航
河南公司维修厂定检车间，维修师们却无暇顾及酷热，要对飞机
进行全面的“体检”。20多人的维修团队必须完成飞机上4大部
位，近百项检查，并且每一项都不能有丝毫差错。⑨1

▲维修师检修一丝不苟，不让飞机留一点隐患。
▶维修师在对飞机部件进行检查。

夜幕下的飞机维修师

□王铮 陈波 摄影报道

（上接第一版）
“洛阳市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高度重视并大力培育机器人及
智能装备制造产业，机器人从无到
有，而且国企、民企及社会资本纷纷
加入研发、生产阵营，呈现出良好发
展态势。”副省长、洛阳市委书记李亚
说。

据介绍，2015 年，洛阳机器人及
智能装备研发生产企业达 112家，占
全省的二分之一强，不仅企业数量多、
产业链相对完善、产品丰富，而且很多
企业都“身怀绝技”。

6月 29日，徐州市与中信重工签
订创建科技安全示范城市战略合作协
议，一次性采购 300台中信重工特种
机器人。至此，中信重工成为国内最
大的特种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研发制造
基地。

一拖汇德公司和河南科技大学联
手研发成功桁架机器人，可广泛应用
于汽车、农机制造等诸多领域。

中航工业光电所研制的变电站智
能巡检机器人，集多传感器融合技术
及机器人运动控制、视觉、安防等先进
技术于一体，在变电站巡检或特殊安
防处理方面国内领先。

除了国有企业，洛阳一批民营企
业也在机器人领域大显身手。

洛阳德平科技公司研发的油气管
道焊接机器人，性能媲美世界顶尖产
品，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生产该类
产品的企业。

洛阳沃德福工程技术公司在RV
减速器研发上实现了新突破。

洛阳鸿元轴承公司的谐波减速器
及RV减速器轴承等机器人专用轴承
占据国内 80%市场份额，打破了国外

同类产品在国内长期垄断的局面。
据统计，在工业下行压力增大的

大背景下，洛阳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
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417亿元，同比增长25%。

机器人“四大家族”齐聚洛阳

5月上旬，正值中国洛阳第 34届
牡丹文化节，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而另一场特殊展会，同样吸引了国内
外宾客的目光——中国(洛阳)国际机
器人暨智能装备展览会。

展会上，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近 200家机器人制造商齐聚洛阳，
发那科、库卡、安川、ABB等国际机器
人“四大家族”也都携带看家宝贝同台

“竞技”。
为客人冲泡咖啡、陪老人聊天、跳

个动感舞蹈、爬个坡灭个火、分拣物
品、不时卖个萌……洛阳机器人家族
不俗的表现，赢得中外客商交口称赞。

这已经是洛阳市连续第三年举办
国际机器人展览会。除此之外，国际
智能机器人巡回展、中国服务机器人
大赛、中国(洛阳)机器人与智能装备创
新高端峰会等一系列机器人主题展览
相继在洛阳举行。

这些“高大上”的展会在洛阳举办，
不仅是洛阳机器人产业实力的展示，也
是机器人技术与品牌的较量，更吸引了
川崎机器人、德国WL公司、中科院自
动化研究所、上海交大洛阳特种材料研
究院、固高（香港）科技公司等数十家国
内外知名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企业、科研
院所相继在洛阳“安家落户”。

洛阳机器人，开始迎风起舞。③6

你好！洛阳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