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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我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智能装备带动新资源聚集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2月11日，
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今年全省计划
新建、改扩建城镇中小学450所，加上
去年尚未完成的746个新建改扩建项
目，将有力扩充城镇教育资源，确保年
底前完成消除大班额目标任务。

过去五年，我省扩充城镇义务教
育资源取得阶段性成效，全省共完成
新建748个、改扩建2124个城镇中小
学项目，新增学位176.16万个，中小学
大班额、超大班额占比连续三年下降。

依据涉及全省190个县(市)区(包

括开发区、油田等)的消除大班额规
划进度，到 2018 年年底前，全省 66
人以上超大班额的比例控制在5%以
内，之后不得新增超大班额，到2020
年超大班额全部消除。到2020年年
底前，全省 56人以上大班额比例控
制在 10%以内，2020年之后大班额
比例逐年降低。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围绕目标任
务，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规
划、师资配置等，有针对性地提出消
除大班额的工作措施。③7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2月11日，记者从郑
州海关了解到，1月份我省进出口总值535.7亿
元，同比增长10.9%。其中出口307.6亿元，同比
增长1.7%；进口228.1亿元，同比增长26.4%。

从郑州海关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1月份
全省外贸进出口呈现四大特点：加工贸易占比
超七成，进出口 380.5亿元，同比增长 10%，占
同期我省外贸总值的 71%；民营企业增长显
著，进出口113.2亿元，同比增长23.4%；对美国
进出口小幅下降，对欧盟、东盟等进出口快速增
长；机电产品是主要的出口产品，出口机电产品
235.4亿元，其中手机出口202.6亿元。

其他增幅较大的进出口产品还有：农产品
出口达 14.8亿元，同比增长超八成；铝材出口
7.1亿元，同比增长32.1%；进口集成电路88.5亿
元，同比增长32.2%；铜矿砂及其精矿进口11.8
亿元，同比增长1.9倍。③3

□本报记者 孙欣 本报通讯员 王天润

春节临近，上蔡县洙湖镇南大吴
村村民李某的家里却有些冷清，丈夫
尚某两个月前不幸离世，留下她和一
双未成年的儿女。

“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年货办得怎
样了？”2月 10日，该县检察院控申科
科长郭志磊来到李某家，刚一进门，郭
志磊就关切地问。

“托检察院的福，上次救助俺的
钱，我先还了丈夫治病的欠债，还剩一
些，就买了肉、米面……”李某一边说，
一边紧紧拉着郭志磊的手。

李某说的“救助钱”，是上蔡县检察
院去年为其申请的3万元司法救助金。
李某的丈夫在2015年3月遭遇车祸，虽

然命暂时保住了，却丧失了劳动能力。
由于肇事方的赔偿迟迟不到位，这个本
来就贫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2017
年5月，上蔡县检察院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及时启动了司法救助机制，很快为李
某一家申请到3万元救助金。

在我省，像李某这样在生活最困
难的时候获得司法救助的，并非个
案。2017年，我省检察机关共办理刑
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件 801件，救助
895人，发放救助金859.8万元。

“这得益于我们有一套操作性很强
的制度。”2月11日，省检察院控申处处
长高保军说，省检察院出台了《河南省
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案件受理程
序规定》和《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国家司
法救助资金发放管理办法》，对司法救

助进行了细化规定，既完善了司法救助
金的管理，又提高了其使用效率。

刑事案件被害人面临的实际困难
不仅有经济上的，还有心理、生理上的。

“不能把救助金一发放就算完事了，要探
索以资金帮扶为基础，与社会帮扶相结
合的多形式、多手段、多元化的救助模
式，帮助被害人及其家人尽快走出阴影，
恢复正常生活。”省检察院副检察长王广
军说，省检察院明确要求，对每一起司法
救助案件的当事人都要进行回访，全面
了解其心理状态、生活和工作情况，让他
们切实感受到司法的温暖。

帖某是临颍县一名高中生，其父
在一起交通肇事案中，遭遇车祸身亡，
母亲和妹妹有智力障碍，最小的弟弟
才两岁。案发后，作为被害人的家属，

她感觉天塌了下来。
临颍县检察院在办理此案时，发

现了帖某一家的情况，及时启动了司
法救助程序，为其争取到1万元司法救
助资金，同时联系她就读的学校，为其
免除高中阶段的全部费用。针对此案
给帖某造成的心理问题，该院还联合
学校专门聘请一名心理咨询师，帮其
尽快回归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如今，
帖某变得活泼起来，学习成绩优异。

“司法救助既是司法办案活动，又
是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职能帮助困难群
体、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举措。下一
步，我们将完善司法救助联动机制，积
极探索多元化救助刑事被害人，让司
法救助汇聚起温暖人心的法治力量。”
王广军说。③3

□本报记者 孙静

近日，总投资3亿元的格力机器
人（洛阳）有限公司在河南自贸试验
区洛阳片区完成注册，标志着格力智
能装备产业化项目落地洛阳取得实
质性进展。以新兴产业机器人为代
表的智能装备业将促进我省装备制
造业转型发展，助力我省构建现代化
经济体系。

“格力将在洛阳布局机器人、数
控机床等智能装备产业化系列项目，
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未来三年可实
现总产值10亿元、总税收1亿元，三
年后年产值不低于 10亿元，年税收
不低于 1亿元。”格力智能装备技术
研究院总经理段尧介绍。

“作为全省制造业典型代表的洛
阳制造，急需通过智能化改造来实现

转型升级。”洛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委
员会主任王玉峰认为，格力智能装备
产业化项目的引进恰逢其时。“智能
装备将加快洛阳建设全国重要的现
代装备制造业基地，并辐射带动全省
乃至中原地区的制造业实现转型和
创新发展，推进我省的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推动河南制造迈向河南智造。”

智能装备这一新业态将以自贸
试验区为中心，聚集带动周边相关行
业尤其是新兴产业的落地发展。“智
能装备尤其是机器人产业，是一种平
台型的生态技术，它可以集聚新的创
新资源、产业资源、金融资源等，辐射
自贸试验区及周边区域，带动网络、

大数据、AI等诸多新兴领域产业的
入驻发展。”河南自贸试验区洛阳片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智能制造业近年来发展势头强
劲。格力电器近日披露的2017年报
告显示，该企业 2017年上半年智能
装备业务营收比2016年同期增长27
倍多。2017年上半年，洛阳市机器
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523亿元，同比增长25.4%。

智能装备在我省呈现出良好的
发展氛围和前景。去年上半年，郑
州、洛阳、新乡“中国制造2025”试点
示范城市群正式获批时，我省就明确
提出要建设以先进制造为特征的制

造强省，而智能装备制造和机器人产
业便是其中的重点领域。以此为契
机，洛阳市引进建立中科院自动化所
（洛阳）机器人与智能装备创新研究
院、上海交大洛阳特种材料研究院等
知名企业和院所，科研创新氛围日渐
浓厚。

可以预见，格力智能装备产业化
项目将引领我省智能制造迈向一个
新格局。而本次合作仅仅是一个开
端。据了解，去年 9月，格力电器已
与洛阳市签约，计划投资150亿元打
造中国洛阳自主创新智能制造产业
基地，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实现年产
值超过 300亿元人民币。格力电器
将利用其在智能装备产业的品牌影
响力，吸引产业链相关企业入驻自贸
试验区，共同建设中国洛阳自主创新
智能制造产业基地。③7

本报讯（记者 孙欣）2月 11日，
省残联第六届主席团第四次全体会
议在郑州召开，总结了 2017年全省
残疾人事业工作情况，审议通过了
省残联执行理事会工作报告。副省
长、省残联主席戴柏华出席会议并
讲话。

过去一年，我省残疾人事业取得
了新发展。全省 13521 名 6岁以下
残疾儿童得到康复救助，151万残疾
人（次）享受到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名制培训

残疾人 11.18万人，帮助残疾人就业
创业8.68万人。

戴柏华说，发展残疾人事业是一
项长期的任务，也是一项重要的民生
工程、民心工程。要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完善残疾
人权益保障制度和扶残助残服务体
系，增加残疾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供给，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残
疾人工作，努力开创我省残疾人事业
发展新局面。③7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习近平
同志 2017年 10月 18日在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
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的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日文、
俄文、阿拉伯文、葡萄牙文、越南文、
老挝文等10个语种单行本已由外文
出版社出版，即日起面向海外公开发
行。

1月份进出口总值535.7亿元，同比增长10.9%

我省外贸实现“开门红”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2 月
11日，记者从郑州海关了解到，1
月份，郑州海关监管中欧班列（郑
州）42班，集装箱 3688 个，货值
11.9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21
倍、1.11 倍、1.02 倍，实现开门
红。其中，共监管进口整车 47
辆，增长80.7%。

1月份，中欧班列（郑州）首
次承运来自德国的一批理疗台、

桑拿浴室、足浴座椅，货物种类进
一步增加。2 月 5 日，中欧班列
（郑州）还带来了法国红酒、西班
牙橄榄油、比利时巧克力等世界
各地的美食，进一步丰富了人们
的过年餐桌，成为名副其实的“年
货”班列。

据统计，截至 2017年年底，
中欧班列（郑州）承运的货物种类
多达1300余种，出口货物主要有

笔记本电脑、玩具、服装鞋帽、工
艺装饰、陶瓷、机械配件、电动平
衡车、模具、绿植花卉等。其中，
占比最高的是机械类和服装类，
分别占比 30%、20%。进口货物
包括汽车及配件、机电设备及配
件、高档材料、卫浴厨具、电缆、粮
油乳品、酒水饮料等，占比最高的
是机械类和食品类，分别占比
35%、22%。③3

1月份中欧班列(郑州）班次货值同比均翻倍

我省检察机关多元救助被害人

用司法温暖传递法治力量

2月10日，伊川智能终端
产业园拜波赫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在加工
生产精密镜片。该公司产品
广泛应用于航空、通信、光电
子和激光等领域，远销欧美等
国家和地区。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十九大报告单行本外文版出版发行

省残联第六届主席团第四次
全体会议召开

全省将新建、改扩建中小学450所
年底超大班额比例控制在5%以内

2月 8日，渔民在光山县五岳湖捕鱼，供应春节市场。近年来，通过大力
发展现代生态渔业，五岳湖水产养殖面积扩大到1.8万亩，每年鱼产量250多
吨，年产值达400多万元。⑨3 谢万柏 摄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2月 9日，
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在郑州
召开，会议通报行动战果，交流情况，
分析形势，对下步工作再次部署安
排。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许甘露出
席并讲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胡道
才、省检察院检察长顾雪飞参加会议。

许甘露指出，专项斗争打响以
来，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全省各地
周密安排，迅速动员，打掉黑恶犯罪
团伙 121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1481
人，破案837起，取得一定成绩，震慑
了黑恶犯罪，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
快，踊跃检举揭发黑恶犯罪活动线
索。

许甘露强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事关
社会治安稳定，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
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巩固。各地党
委、政府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
识，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位置，扛起政
治责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深入研究
情况，分析问题，克服不良情绪，注意
防偏纠偏，提高办案能力和办案水平，
强化具体指导检查，狠抓工作落实，排
除一切干扰，全面推进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要畅通举报渠道，充分发动群
众，全面及时核查线索，集中优势警力
侦办涉黑涉恶案件。要坚持打准打狠
打彻底，依法查处黑恶势力首恶、骨
干，揪出保护伞，摧毁其经济基础，坚
决打赢这场斗争。③4

许甘露在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上强调

扛起政治责任 打一场人民战争

（上接第一版）
省委政法委、省高院、省检察院

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把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
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时的重要讲
话和指示精神与新时代河南政法工
作、法治建设结合起来，以提升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目标，以解
决突出治安稳定安全问题和执法司法
突出问题为突破口，统筹推进更高水
平的平安河南、更高层次的法治河南、
更加过硬的政法队伍建设，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现代化新河南、
实现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
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公
正的法治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

省委省直工委、省委老干部局党
员干部一致表示，一定要牢记总书记
嘱托、遵从总书记教导，切实把“四个
意识”和“两个坚决维护”转化为推动

工作的强大力量，围绕打好“四张
牌”、推进“三区一群”建设、决战脱贫
攻坚聚焦聚力聚效，稳中求进、重点
发力抓好机关党建工作，深入开展

“不忘初心葆本色·中原出彩我点赞”
等活动，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中走在前、作表率。

省民政厅全体党员干部表示，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践行“民政为民、民政
爱民”工作理念，织密扎牢社会救助保
障网，大力发展老龄事业和养老产业，
加快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发展。省人
防办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坚持应急应
战一体、平时战时一体、地上地下一体
规划建设，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中不断取得新成就。③7 （记者
童浩麟 徐建勋 田宜龙 李宗宽 王绿
扬 周青莎 刘一宁 卢松 孙欣）

重温总书记重要指示
让新时代中原更出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