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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速递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张宏怡

3月 24日凌晨4点多，夜色尚浓，郏县
县政府应急办工作人员赵晓阳的家里灯火
通明。他已经开始忙活上了，给生活不能
自理的大儿子穿衣、洗漱、做饭，背着孩子
送去上学，再马不停蹄返回家中，帮助妻子
照顾两个不到2岁、患有脑瘫的儿女。7点
30分，他又准时出现在单位，开始一天的
紧张工作。

年近不惑之年的赵晓阳，个头不高，身
材消瘦，是3个患病孩子的父亲。家庭、单
位、学校、医院四点一线构成了赵晓阳如今
忙碌的生活轨迹。

13年前，大儿子的出生给赵晓阳一家
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孩子先天性软骨
发育不全，随着体重的增加，脊柱逐渐侧
弯，下肢变形，行走困难。赵晓阳的脊背就
成了孩子的第二个“家”。

就在赵晓阳夫妇满心欢喜地等待二
孩时，命运又给他们开了一个沉重的玩
笑：这对龙凤胎兄妹，一个一只脚贴着小
腿壁，一个肌性斜颈，并患有不同程度的
脑瘫。

面对生活的艰难，赵晓阳勇敢承担起
沉重的家庭负担，带着3个孩子四处求医，
宽慰整天以泪洗面的妻子。面对工作，他
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从来不因家务事影响
工作，从来不找任何理由说“不”。

他先后完成县 30个专项应急预案的
重新修订编制，并建立全县应急物资储备、
救援装备等基础资料数据库，荣获市“应急
管理工作先进个人”“市长热线工作先进个
人”“县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啥事
只要交给晓阳，他准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县应急办主任刘俊晓说。

2013年，县应急办购置一台应急指挥
平台设备。勤奋好学的赵晓阳自行摸索出

一套快速组装调试方法，3分钟内就能使
设备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2014年下半年，在得知全市要在各县
区举办移动应急指挥平台拉练赛后，赵晓
阳刻苦训练，精心备战。在全市开展的10
场移动应急平台拉练赛上，赵晓阳代表郏
县参赛，荣获7站第一、3站第二的优异成
绩。在次年的全省移动应急小平台理论测
试和实操比赛中，赵晓阳和搭档邢永培又
为郏县摘取全省第一的桂冠。

赵晓阳每天中午需要给上学的大儿子
送饭，碰到手中的工作没有做完，他就拜托
亲戚帮忙送饭。

双胞胎兄妹需要去县中医院接受康复
治疗，赵晓阳都是趁着下班的时间接送孩
子去医院，晚上孩子睡着了，他再用自己学

来的手法给孩子加强按摩；
女儿在郑州做肌性斜颈手术，原本医

院安排周一住院，赵晓阳为了不影响上班，
提前一天到郑州办好住院手续。在女儿住
院的 12天里，他只在周末去郑州看看孩
子。因为工作离不开，女儿手术当天，他也
没陪在孩子身边。

为了让大儿子和正常孩子一样享受快
乐的童年，凡是晓阳能走到的地方，他都会
背着孩子去。他背着孩子上下学，每天往
返2次，已坚持了7年，他背着孩子去旅游，
一年一次。

“这么多年，晓阳从来没有被生活的重
担压垮，我们俩也从没因为沉重的生活红
过脸。”妻子赵晓军深情地说，“他躬身托起
了俺家的希望。”7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张宏怡
本报通讯员 杨德坤

一排排整齐的屋舍、一条条干净的村
道、一杆杆别致的太阳能路灯……3月 27
日，走进舞钢市杨庄乡臧坪村，整洁的村容
村貌、美丽的乡村街景，勾勒出一幅别样的
初春农村田园风光，让人心旷神怡。

谈起近来城乡环境的新变化，臧坪村
民刘秀荣说：“变化可真大，原先脏乱臭的
垃圾坑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处处精致的
村头小游园和宽敞的文化大广场，玩着开
心、住着舒适，我们农村人现在是越来越有
福气了。”

“四边三化”打造美景如画

改变过去城乡环境卫生脏乱差，打造
美丽如画、文明生态的宜居宜业宜游之城，
是舞钢市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

自去年10月起，舞钢市实施由政府主
导、全民参与的“四边三化”行动，坚持因地
制宜、城乡统筹、综合整治、长效管理的原
则，把在“公路边、铁路边、水边、山边等区
域开展洁化、绿化、美化行动”作为提升农
村环境整治效果的有力抓手，积极推动城
乡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公
共服务、要素配置“六个一体化”，全面整治

“四边区域”环境问题，改善城乡环境面貌
和居民生活质量。

自活动开展以来，该市以乡（镇、街道）
为单位，以问题排查整治为重点，全面开展
问题大排查、大清理，同时把城中村“三化”

问题也纳入排查范围。对排查出的垃圾清
理、道路绿化、河道治理等2293个问题点
位全部登记造册，明确责任单位、工作标准
和整改时限，层层分包督导、责任到岗到
人。同时，该市还不定期组织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到各乡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现场，
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视察，督促工作进度，
确保新增问题“有人管”。李建业是尹集镇
李庄村南北主路的“路长”，他分包的 200
多米路段近半年来总是干干净净，“路包给
我了，我就得把它打扫好，看见哪儿脏了我
就是心里不舒服。”

“三个清单”实现精准发力

该市精准发力，通过建立“三个清单”
实现对问题点位的常态化管理。一是以问
题为导向，建立问题清单。以市（县）级督
办、单位自查、群众反映的方式，建立三级
问题清单，确保“完成一个、满意一个、销号
一个”。二是以项目化管理，建立项目清
单。该市按照“洁化、绿化、美化”的标准，
将年度整治和建设任务形成年度项目规
划，明确每个项目的建设目标、建设内容、
投入资金、完成期限、责任主体和具体负责
人。三是以责任促落实，建立责任清单。
对整改问题和项目建设，该市要求“四明确
一公示”，即整改问题和项目明确、责任单
位和领导明确、具体承办人员明确、办结时
限明确及向群众公示，形成以问责促落实
的倒逼机制。活动开展以来，该市已争取
相关项目77个、涉及资金2.5亿元，已销号
问题1880个，“三个清单”收到良好的管理

效果。
“环境改善了，群众见到了实实在在的

好处，大家都很拥护，都想把自己门前屋后
收拾得干净些、漂亮些。现在龙泉湖南岸、
S234 线沿线、杨八路沿线、平驻路沿线、
S220线沿线 5个示范片区已成为一道道
亮丽的风景带。”尹集镇党委副书记王钦占
说。该市通过强化宣传、浓厚造势，开展万
名巾帼参与、万名志愿者加入等活动，增强
群众主动参与“四边三化”行动的积极性。
同时，企业与爱心人士主动出资出力、党员

干部带头做起，为“四边三化”活动打下了
坚实的群众基础。

“为确保建设与管理并重，我们专门印
发城乡环境治理‘四边三化’工作方案和督查
考核办法，把‘四边三化’行动纳入年度考核
内容，实行周上报、月通报、季督查、年考评，
考核结果与领导干部考核奖惩相挂钩。同
时，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志愿者等
的督导参与作用，通过监督考评，让‘四边
三化’成果长效化，使良好的村容村貌得以
长期保持。”舞钢市市长史长现说。7

本报讯（通讯员 孙海州）3月 21日上午，在平顶山舞钢
市公安局户政大厅，来自驻马店市西平县的毛向征高兴地从
民警手中领到了刚刚制办好的居住证。这是平顶山市发放
的第一张“河南省居住证”。

毛向征2007年到舞钢市做餐饮生意，在当地有固定住所
和工商营业执照，符合申领居住证的条件。“接到他的申请后，我
们就为其办理了居住证。”舞钢市公安局户政大队大队长胡晓
国介绍，按照省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居住证实施办法的通知规
定，公民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到省内其他城市居住的，办理暂
住登记满半年以上，有合法稳定就业，有合法稳定住所，在居住
地全日制小学、中学、中高等职业学校、普通高等学校取得学籍
并连续就读的，可申办河南省居住证。

据介绍，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依法享受劳动就业，参
加社会保险，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的权利，并能享受
居住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的教育服务、基本公共就
业、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公共文化体育、法律援助和其他基
本公共服务及国家和我省规定的其他基本公共服务。同时，
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享受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出入境
证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机动车登
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等便利。7

平顶山市发放首张
“河南省居住证”

本报讯（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宏怡 通讯员 孟繁祥）3月
28日，记者从平高集团获悉，在近日落幕的国家优质投资项
目推介表彰会上，由平高集团创建的大容量强电流试验站建
设项目和自主研发成功的12kV-126kV智能真空断路器产
业化项目，被评为2016-2017年度国家优质投资项目。

据介绍，大容量强电流试验站项目和 12kV-126kV智
能真空断路器产业化项目为国内高压开关的研究开发、生产
制造、质量控制提供了坚强保障，为国家电工装备产业及地
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其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获得行业认同。这两个项目也进一步提升了平高集团在
高压开关行业的领先地位。

据了解，推介表彰国家优质投资项目是国家发改委举办
的全国性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每两年开展一次，旨在增强项
目单位的可持续发展意识，树立新的投资价值观念，促进企
业投资管理水平的提高，更好地发挥投资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推动作用。本次国家优质投资项目的推介表彰活动以结
构调整、节能环保、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为导向，以发挥国
家优质投资项目在投资领域中的示范引领作用。7

平高集团喜获2个
国家优质投资项目

赵晓阳：躬身托起家的希望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宏怡 本报通讯员 李闯 李辉杰

“最近，公司为我们电力巡检配备了‘秘密武器’，所有隐
患在它面前无处遁形！”3月24日，正准备去执行特巡保电任
务的国网平顶山供电公司宝丰运维班班长严德实向记者卖起
了关子。

“开始巡视吧！”到达220千伏辛集变电站后，严德实打
了一个电话。只见位于辛2号主变旁的小房间电动卷门缓
慢升起，一台身高1米左右的机器人缓缓驶出。

严德实解释道:“这就是我们的‘神秘武器’，很像电影
《机器人总动员》的主演小‘瓦力’。别看外表呆萌，但身怀各
种绝技。”

“瓦力”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分别集成着可见光摄
像机和红外测温仪。尾部的小圆点和扩音器是它的耳朵和
嘴巴，能把周围环境的声音全部收录进来，自动识别设备异
常声音，并发出警报。

“现在我们正探索机器人和人工协同巡检新模式，充分
利用两者在巡检过程中的特点形成优势互补，实现巡视‘无
死角’。”严德实说。

“瓦力”今天的任务是全站特巡。到达首个预设地点后，
对着面前的辛2号主变，时而摇头晃脑、时而定睛观察，没过
多久便将一份详尽的主变体检单传送到后台。散热器油温、
仪表油位、噪声等各项数据一目了然，待一切正常后，“瓦力”
又向着下一个巡视目标走去。

在“瓦力”巡检的过程中，后台同步对收集来的图像、视
频、数据进行梳理分析。如果表计读数超出范围、设备发热
或其他缺陷，它能自动报警，并生成记录，便于实时观察和后
续查阅。3个小时后，“瓦力”对全站 1960个点精细巡视完
毕，随后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房间”，转身、充电，等待着下一
次指令的发布。

而在“瓦力”巡视的同时，严德实带着班组人员对机器人
前期发现的小缺陷进行了处理，“人机配合”顺利完成了当天
的任务。

“尤其当遇到恶劣天气、无人值守站、需要执行长周期特
巡视任务时，机器人‘跑不死’‘累不坏’的特性更能凸显出
来。只要在设定时间范围内，它都会一直工作下去，中途如
果电量不足，它会自行充电，充完后继续工作。”严德实说，

“目前，这台智能巡检机器人还在‘试跑’阶段，使用效果已经
初显，有望投入到更多的变电站去执行任务。”7

变电站来了位小“瓦力”

谱写好家风 践行好作风

打造美丽如画、文明生态的宜居宜业宜游之城

“四边三化”让舞钢环境美如画

3 月 25 日, 舞
钢第二届桃花节在
河南丰瑞生态农业
观光园开幕，或含
苞待放或娇艳欲滴
的桃花让游客“桃”
醉其中，流连忘返
杨德坤 王晓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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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后的尹集镇张庄村河水潺潺、柳绿花红 王晓磊 摄

小“瓦力”巡视结束后自行返回充电 李辉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