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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本报讯（记者 屈芳）2 月 3 日上
午，省长陈润儿到省环保厅调研并召
开专题座谈会，听取2017年环境治理
工作汇报，研究2018年污染防治攻坚
战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总结经验、认
清形势、保持态势，工作不松、手腕不
软、力度不减，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确保全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在听取有关汇报后，陈润儿对全
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响以来取得的丰
硕战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成效集
中体现在“三个持续”：环境污染指数持

续降低、环境考核位次持续前移、环境
质量状况持续改善。这样的良好态势
来之不易，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
建设思想指引下，全省上下共同努力、
艰苦奋战的结果，得益于始终坚持尊重
规律、科学治污，始终坚持严格执法、强
化监督，始终坚持政企联动、密切协同，
始终坚持创新制度、精准治理。尤其是
大家在攻坚战中表现出的咬定目标、顽
强拼搏的意志，舍我其谁、勇于担当的
精神，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作风，尊重
科学、依法治理的理念，值得充分肯定。

“成绩属于过去，考验还在眼前。”
陈润儿说，要看到，河南环境污染的底
子还厚、主要指标的差距不小，而人民
群众的期望更高，对生态产品的需求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迫切强烈。贯彻
中央要求、回应百姓期待、对照兄弟省
区，我们必须清醒认识面临的严峻形
势和挑战压力，下定决心、久久为功，
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陈润儿强调，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打好三大攻坚战的要求，坚持更高标
准、更严要求，在污染防治攻坚中做到

三个“一”。一是工作一刻不能松。决
不能有歇歇脚、松松手的心态，一松就
会前功尽弃。二是手腕一丝不能软。
要继续将所有环境治理工作纳入法治
轨道，在依法前提下铁腕治污、全民治
污。三是力度一点不能减。要按照既
定工作目标抓好落实，确保全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坚决兑现对人民群众
的环保承诺。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许甘露，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维宁，副省长刘
伟参加调研座谈。③5

□本报记者 高长岭

2月 1日傍晚，出山店水库工地
上，积雪未消，寒风凛冽，气温已降
至-1℃。

在二标段的土坝施工现场，省水
利第一工程局职工程伟峰正在和工
友们开挖防渗槽。防渗槽挖好后，将
用塑性混凝土沿槽浇筑成防渗墙，防
止大坝渗水。程伟峰说：“防渗墙平

均高 20米，厚 40厘米，下部插入基
岩 1米，建成后都会埋在大坝里面，
成为大坝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混凝土重力坝已浇筑至设
计高程100.4米，土坝土建部分已完成
95%以上。土坝还剩下百十米长，要
先浇筑防渗墙，浇筑完毕后需要再等
28天才能检测验收，验收合格后两边
才能堆压黏土、修建护坡。”出山店水
库管理局副局长李宝亭说，为了能在
今年汛期到来前完成大坝主体工程，
防渗墙必须在春节前浇筑完毕，后边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只能倒排工期。

出山店水库是国务院治淮规划
中确定在淮河干流上游修建的唯一
大（Ⅰ）型水库。2015年8月，出山店
水库主体工程全面开工建设，水库大
坝总长 3690.57 米，其中水泥坝长
429.57米、土坝长 3261米。水库建
成后，可使淮河干流王家坝以上防洪
标准由目前的不足10年一遇提高到
20年一遇，减轻下游防洪压力；水库
可以灌溉附近50万亩田地，每年发电
757 万千瓦时，为信阳市每年提供
8000万立方米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

进入2018年第一个月，信阳下了

两场大雪，低温天气给施工带来很大不
便，水结冰，施工机械管道也上了冻。

“混凝土温度低于5℃时，按规定
不能施工浇筑。为避免低温带来的不
利影响，我们搅拌混凝土时，把水加
温到20℃左右，这样在浇筑时混凝土
温度才能达到要求。”程伟峰说，但夜
晚气温太低，即便加热也不能施工。

时间已经很紧张，必须日夜兼
程。“我们及时调整了施工方案，晚上
开挖防渗槽，白天气温回升后再浇筑
防渗墙。”程伟峰说，日夜不停施工，每
天能浇筑防渗墙14米长。再过十来
天，防渗墙才能浇筑完毕。只有加班
加点，才能为春节后验收赢得时间。

夜色渐浓，积雪映照出大坝的轮
廓。工地上，程伟峰和工友们还在紧
张工作。③6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张晓静 王为峰

一对出自河南乡村的“羽毛翅
膀”，或许会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超市
掀起购买热潮。

2月 2日，台前县打渔陈镇后台
村的扶贫车间里，贫困户魏秋云“淹
没”在花花绿绿的羽毛制品中。裁剪、
缝纫、上胶，不一会儿，一对“羽毛翅
膀”就在她手中成型了，正是“维密”时
装秀流行的样式。身旁的成品被打
包放好，等待漂洋过海运往美国。

“出国的品种不少哩，俺不懂艺
术，但知道它们在国外卖得很好！”魏

秋云兴奋地说。
有“中国羽绒之乡”美誉的台前

县，去年羽绒产业出口创汇突破 1.5
亿美元，产品出口德国、荷兰、韩国、
中东等 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
占全省同类出口产品的80%以上。

华泰羽毛制品有限公司是台前
县成立最早的羽毛加工企业，后台村
扶贫车间即是其 20 多个代工点之
一。“为啥生产市场在国外的羽毛派
对用品？这还得从企业的‘前世’说
起。”该公司负责人艾娟告诉记者，上
世纪 70年代末，台前自发形成了从
全国各地收购鹅鸭毛再粗洗转卖的
粗放式产业，她的父辈就是“贩羽大
军”的成员，“只做初加工没有多少利
润，后来我们发现羽毛制品能大大提
升羽毛的附加值，就开发深加工产

品，并将目光投向了国外市场。”
产业的转型升级，是送台前羽毛

“飞过海”的东风。
在众鑫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的生

产车间，一台大型分毛机正在不停地
“吞咽”羽毛，然后将粗糙的毛片与细
腻的绒朵分离开。“这是羽绒加工流
程中的核心设备，虽然很常见，但我
们这台却‘内有乾坤’。”该公司技术
人员介绍，他们总结多年经验，对机
器内部做了改造，不仅使绒质更好，
还成功申请了国家专利，“企业共有
17项国家专利，都已应用到生产中。”

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产业链的
延伸，以及靠近山东、安徽等鹅鸭养
殖大省的地理优势，让“台前绒”成为

“中国绒”队伍里的佼佼者，堪当“优
质绒”的代言人。去年，《羽绒羽毛》

《羽绒羽毛检验方法》等两项新国标
在台前诞生，行业标准与国际接轨甚
至高于国际标准，破除了制约我国羽
绒行业出口的瓶颈。

（下转第二版）

据新华社哈瓦那2月2日电 中国外
文局副局长陆彩荣2日在古巴中国图书
中心成立仪式上说，截至2月 2日，由中
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
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外文出版
社翻译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
卷中英文版全球发行已突破1300万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自2017

年11月7日发行以来，受到国际社会广泛
关注，在全球引起热烈反响，不断刷新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著作海内外发行
量的最高记录。该书中文繁体、法、西、
德、俄、日、阿、葡等版本也在抓紧编译中。

该书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
8月 18日至 2017年 9月 29日期间的讲
话、谈话、演讲、批示、贺电等99篇，分为

17个专题，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实践，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
主要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和平与发
展事业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陈润儿在省环保厅调研时强调

工作不松手腕不软力度不减
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役

夜战出山店

俗话说，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

重。台前羽毛的“跨洋行程”比千里更

远，蕴藏的转型升级、脱贫攻坚等“深

意”更有时代的印记。从羽绒产业园

区到村头的扶贫车间，从踌躇满志的

企业老板到众多勤劳的从业人员，这

个产业处处展露着蓬勃生机。台前的

“羽”满全球，恰如浙江义乌“鸡毛换

糖”的历程，开创实体经济新局面，打

造富民兴业新引擎。③6

台前“羽毛”越飞越高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全球发行突破1300万册

2月 2日，开封市老城区“汴
京灯笼张”的工作人员正忙着制
作各种灯笼。“汴京灯笼张”至今
已有200多年历史，2008年被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名录。如今，“汴京灯笼张”的
传人们在传统制灯技艺的基础
上，结合现代制作工艺，让传统文
化瑰宝绽放出新的光彩。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蹲点一线看变化

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传统非遗
绽新彩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本报通讯员 张遂旺 魏庆军

1月中旬，一份成绩单令安钢人欢欣鼓舞：2017年
集团实现销售收入400亿元，同比增加28亿元；实现利
税36.12亿元、同比增加22.51亿元，利润20.6亿元、同比
增长1775%，超历史最高水平8.37亿元。

“这是安钢建厂59年来的最好业绩，为历时四载的
‘生存保卫战’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一位长期关注安
钢发展的业内人士称。

改革攻坚 迸发活力

2016年，钢铁企业进入“寒冬”。
2017 年 3月 2日，全省国企改革推进会在郑州召

开，会议提出将国企改革向纵深推进。此时的安钢，改
革正进入攻坚期，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考验着安钢人
的智慧和魄力。

安钢将何去何从？
“改，彻底地改！不改革，安钢就没有出路，更没有活

路！”安钢企业中层干部会上，董事长李利剑大声疾呼。
在决策层强力推动下，安钢的改革步入“深水区”，

各项举措全面发力。
——集团管理部室由16个减至8个，取消5人以下

科室和100人以下车间；
——打破中层管理人员“终身制”，择优选拔，竞聘

上岗；
——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四供一业”改造移交全

面推进；
……
虽然道路崎岖，荆棘载途，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安钢

坚定前行。
“去年上半年安钢就已经百分之百完成了供水、供

电、供暖、供气和物业管理移交的全部改造，在全省是最
快的。”2月 1日，安钢规划发展部对外合作科科长段永
卿说道。

在安钢职工总医院，院长王红建领着记者来到住院
部参观，他指着温暖如春的病房告诉记者，去年年底，安
钢集团与中信产业基金控股的新里程医院集团签约，对
安钢职工总医院实行股份制改造，引进了高端人才，盘
活了医疗资源，医院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在完成一系列“治标”改革任务之后，安钢又绘制出
深化企业治理结构和产权结构改革等“治本”路线图，改
革路上蹄疾步稳。

转型发展 激发动能

冷轧强，则安钢强；冷轧兴，则安钢兴。
这句话，安钢人耳熟能详，多年来一直在孜孜以求。
2016年三季度投产的安钢300万吨1550mm冷轧

项目，是安钢产品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重点工程。当年年底，生产线轧制出符
合国际要求的第一卷冷轧卷，整个车间沸腾了。

2017年1月23日，冷轧工程再传捷报：镀锌机组进入全面冷负荷调试阶段，
3月18日热负荷试生产成功，3月 20日生产出机械性能、锌层附着性能及表面
质量均达到国标要求的第一卷镀锌卷。

至此，安钢冷轧工程三大机组全线贯通，不仅填补了河南省高端冷轧产品
的空白，同时对安钢的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也极具意义。

安钢“生命工程”再发力。
（下转第三版）

转
型
发
展
的
安
钢
实
践

2017年，安钢打了一个漂亮仗，成绩可喜可贺。

靓丽数据的背后，固然与钢材价格走高不无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安钢的

改革攻坚、转型发展、环保治理同时跃上了一个新台阶。顺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要求，安钢率先在全省百分之百完成了国企改革难题——“四供一业”移交改

造，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冷轧达产和百吨电炉复

产，投资 30亿元进行“环境提升”，实现企业接近零排放。安钢的实践说明，只有

加快转型，才能走出困境，实现高质量发展。③5

记者手记

本报讯（记者 刘勰）2 月 3 日上
午，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十届省纪
委三次全会在郑州闭幕。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任正晓作总结讲话。

全会指出，这次全会高举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认真贯彻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
会精神和十届省委四次、五次全会精
神，学习讨论了省委书记谢伏瞻在本
次全会上的讲话，审议通过了全会工
作报告，顺利完成了各项议程，达到了
统一思想、提振信心，明确任务、继续
前进的目的。全省纪检监察系统要学
习贯彻到位、谋划工作到位、贯彻落实
到位，使会议精神真正转化为推动工
作的实际行动。

全会强调，当前，各级监察委员会

已基本组建完毕，要推进纪委监察委
顺畅运转，牢牢把握改革的目标任务，
坚决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决策部署，抓好学习培训、规范
运行、执纪办案和自我监督，着力构建
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
督体系。要坚守审查调查安全底线，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必须时刻绷紧“安
全”这根弦，把依纪依法、安全文明的
要求贯穿于审查调查各个环节，确保
审查调查零违纪、零事故。要抓好春
节期间党风廉政工作，各级纪检监察
干部要带头遵纪守法、崇廉拒腐，纪检
监察领导干部要切实负起责任，从严
监督管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从严
监督执纪问责，切实营造风清气正、欢
乐祥和的节日氛围。③6

十届省纪委三次全会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