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ENAN DAILY

第24321号
今日8版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 41—0001 邮发代号：35—1

2018年5月 日
星期一 戊戌年三月二十二

7

第二十四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第二十四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
第六届中国特色商品博览交易会第六届中国特色商品博览交易会

距开幕还有 天17

本报讯（记者 孙静）5月 4日，记
者从省工商局获悉，今年前 4个月，
全省企业中自主公示2017年度报告
的企业已达 92.86 万户，年报率达
73.25%，居全国第一位。

作为商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
措施，企业自主公示年度报告代替以
往的企业年检，成为工商系统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制度，
目前已实施四年。

“我省企业对年报和信息公示的
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信用意识逐年增
强。”省工商局企业信用信息监管处
负责人何艳红告诉记者，除了年报，
截至目前，全省企业通过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河南）累计公示的
即时信息近 130万条，“经营范围变
动、地址变化、奖惩记录等信息，企业
都会自觉公示出来。”

在何艳红看来，全省企业年报和
信息公示自觉性的增强，对我省营商
环境的优化意义重大。“企业自觉自
发向社会公开经营和信用信息，让市

场环境变得更加透明，有助于公众尤
其是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企业
状况，有效促进投资落地。”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年报和信息
公示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政府的监管
效能。目前，我省主要通过“双随机，
一公开”的年度抽查方式开展市场监
管，企业年报和信息公示有助于监管
部门整体了解企业的经营动态，确定
随机抽查比例。“对于信息中显示在
市场经营中存在多次违规或信用存
在问题的企业，我们将开展定向检
查，并提高检查频次；而信用一直良
好的企业被抽查的几率会小得多。”
何艳红说。

据了解，2017 年度企业年报时
间从今年1月 1日开始，到6月 30日
结束。何艳红提醒还没有进行年报
的企业，抓紧时间完成公示，“如果企
业没有正常开展年报，将被列入企业
经营异常名录，信用降低，在以后的
经营活动如招投标、贷款融资、评优
评先等方面会受到影响。”③7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孙勇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杨晓申

八百里伏牛山，锦峦叠嶂，美如画
屏。云雾深处，大山之巅，成片成片的连
翘扎根岩土，拥抱峰峦，迎着太阳默默生
长。早春，它们绽芳吐蕊，开成一片金
色海洋；深秋，它们收枝敛叶，结就一味
人间良药……千百年来，无论雨雪风霜，
历经酷暑严寒，连翘始终坚守脚下土
地，为人们奉献灿烂芳华和宝贵果实。

在南阳镇平县的伏牛山区，有这
样一个普通的小学校长，就像这平凡
而又坚韧、朴实而又厚重的连翘。为
了一句庄严的承诺，他十几年如一日
坚守大山深处，只为干好一件事：改变
山里娃的命运，托起大山的希望。

他就是张玉滚，一个“80后”小学
校长。他扎根黑虎庙小学17年，先后
教过500多名孩子，培养出16名大学
生。当地人把他的事迹编成歌曲传
唱，感动了无数人。

他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不同寻
常的故事？

5月 2日，记者驱车从镇平县城出
发，经过高丘镇，再向北沿着崎岖的山
路，盘旋而上攀爬到海拔1600多米的尖
顶山头。向下望去，山谷里的一片平地
上，一面五星红旗高高飘扬，那里就是
张玉滚所在的黑虎庙小学。顺着山路
蜿蜒下降到海拔600米的谷底，一路走
进大山褶皱深处，路的尽头就是学校。

留山记——
“泥巴砖头垒个灶台，顶多

能用个十年八载。咱们教学生
认的每个字，他能用一辈子。”

黑虎庙村是镇平县北部深山区的
一个行政村，属于高丘镇。从地图上
看，这里距离县城70多公里，距离不算
太远。然而一座座大山像铁桶一般，把
黑虎庙围困得水泄不通，牢牢压在谷
底。以前，黑虎庙人要想走出大山，得
沿着山脊上牛羊踩出的小道，翻越尖顶
山，再穿过险峻难行的八里坡。走到高
丘镇，通常需要10个多小时。老辈人
说“上八里、下八里，还有一个尖顶山；
羊肠道、悬崖多，一不小心见阎罗。”

黑虎庙村1300多人，下辖13个自
然村，零星分布在方圆十几公里的带状山
凹里。学校虽说在村里的中间位置，但住
得远的学生步行要3小时才能到。一座
破旧的两层教学楼，一栋两层的宿舍，三
间平房，就是这个学校的全部家当。

初见张玉滚，一米六的个头，面相
憨厚。他上身穿一件皱巴巴的黑色西
装，里面套着手工编织的黄色毛衣。
毛衣里边是发黄的白衬衣，扣子一直
扣到脖子。他下穿一条黑色裤子，脚
上是一双蒙尘的旧皮鞋。38岁的人看

起来像是50多岁。
坐在学校简陋的接待室里，喝着

他们自采的连翘花茶，我们的话题渐
次打开。

“是老校长给我指的路。当初要
不是他，我肯定离开黑虎庙了。”张玉
滚声音低沉。

他 口 中 的 老 校 长 指 的 是 吴 龙
奇——黑虎庙小学退休校长。吴龙奇
在这里教了一辈子书，堪称当地的活
字典。本报18年前曾以《一根扁担挑
起两所山村小学》为题报道过他的事
迹，乡亲们都亲切地喊他“扁担校长”。

吴龙奇告诉我们，黑虎庙村，得名
于村里最高处的一座古庙。相传赵公
明骑着一匹黑虎在此降妖除魔，保得一
方平安。乡人感念其恩德，在这里为他
建下庙堂。虽说供了财神爷，但村里人
的日子依旧穷苦。吴龙奇说，以前山里

人过年，挑一担干柴，走四五十里山路，
到高丘街上卖了，换两棵白菜，捎一把
粉条回家，就算置办了年货。

走出大山，改变命运，过上好日
子，是山里人世世代代的梦想、心心念
念的追求。要想刨除穷根，改变命运，
必须从教育开始。从 1973 年起就在
村里教书的吴龙奇，深知一个好老师
对孩子们的意义。17年前，张玉滚就
是这样被吴校长“盯”上的。

2001 年 8 月份，眼瞅着开学在
即，吴校长把手里的教师拨拉几个来
回，加上返聘的，还有两个班开学没老
师。学校偏僻，没人愿意来，指望县里
派老师根本不可能，急得他火烧火燎。

这十里八村还有哪个“秀才”能
救急？吴龙奇脑海里突然蹦出一个
人——自己教过的学生张玉滚，7月份
刚从南阳第二师范学校毕业。“这可是

个正儿八经的师范生呢”，他高兴得直
拍大腿。

事不宜迟，吴龙奇赶紧挎一篮鸡
蛋去张玉滚家，恰好碰见张玉滚在收
拾行李，准备和同学一道去南方打工。

“玉滚啊，你是我的学生，得帮个
忙暂时顶一下。等上面派下老师，你
再出去打工也不迟。”老校长软话说了
一箩筐。

“吴校长，您让我考虑考虑。”在
外上了三年学，老实巴交的张玉滚也
有自己的小心思：出去闯一闯，好歹干
个啥，也比窝在大山里受穷强。

老吴怕张玉滚悄悄溜了，就一天
三趟地盯着。

“你先跟我去学校瞅一眼再说，是
走是留，我不拦你。”最后，老吴干脆
换了“套路”。

（下转第四版）

今年前4个月

我省企业年报率全国第一

大山深处播火人
本报讯（记者 卢松）5月 4日，记

者了解到，省委近日出台《十届河南
省委巡视工作规划》，明确十届省委
原则上每年开展3轮巡视，坚决完成
一届任期内巡视全覆盖任务。

按照规划要求，十届省委巡视将
坚持在巩固中深化、在深化中提高，
通过推动政治巡视巡察持续深化，巡
视巡察监督体系持续完善，全覆盖质
量持续提高，成果运用持续强化，监
督合力持续增强，使巡视巡察制度更
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为全面
从严治党提供有力支撑。

巡视是“政治体检”，是党之利
器、国之利器。十届省委巡视坚定不
移深化政治巡视，把坚决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权威和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根本政治任务，聚
焦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新时代
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从严治党，突
出关键少数，查找政治偏差，督促各
级党组织强化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
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全省巡视巡察机构，将严格贯彻
落实中央关于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
动监督网的实施意见，建立统筹谋

划、制度规范、组织实施、成果运用、
队伍建设一体联动机制，巡视带巡
察、巡察促巡视，同频共振、同向发
力，扎牢织密监督网。

坚决完成一届任期内巡视全覆
盖任务。十届省委巡视全覆盖对象
包括省辖市、县(市、区)、省委部委、省
直机关、省管国有骨干企业和省管本
科院校。原则上每年开展3轮巡视，
统筹安排常规巡视，深化专项巡视，
强化“机动式”巡视，加大“回头看”力
度。同时，稳妥推进省直单位开展巡
察工作；市县党委在一届任期内实现
巡察全覆盖，推动巡察工作向村居和
基层站所党组织延伸。

此外，在强化巡视整改和成果运
用方面，我省将压实巡视整改责任，
强化巡视成果综合运用，健全整改督
查制度，强化追责问责，确保件件有
着落、事事有回音。

打铁必须自身硬。巡视巡察工
作担负着特殊使命和重大政治责任，
我省将持续加强巡视巡察队伍建设，
用铁的纪律，打造一支让党放心、人
民信赖的高素质专业化巡视巡察队
伍，努力为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
利作出新贡献。③6

《十届河南省委巡视工作规划》出台

实现一届任期内巡视全覆盖

省委巡视办负责同志就学习贯彻《十届河南
省委巡视工作规划》答记者问 03│要闻

张玉滚护送孩子们回家⑨3 张卡申 摄

□本报评论员

黑虎庙小学校长张玉滚，之所以

能够感动无数人的心灵，就在于他无

怨无悔扎根偏僻山村十七年、全心全

意帮助孩子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那份

难得的坚守和责任。

这位平凡而又普通的“80 后”基层

教师，面对微薄的工资，简陋的办学条

件，养家糊口的困窘，他不忘初心、潜

心教学、精心育人，艰苦奋斗，用实际

行动诠释着教育的真谛。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张玉滚爱

孩子、爱学校、爱教育、爱家乡父老乡

亲。为了孩子，他练就了一身过硬的

好本领：拿起勺子能做饭，牵起针线能

缝纫，掂起斧锯是木工……为办好山

区寄宿学校，他白天教书，晚上照料学

生；有的留守孩子缺乏父母的关爱，他

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关心；有的孩子交

不上餐费，他悄悄自掏腰包垫上……

教师承担着最庄严、最神圣的使

命，坚守三尺讲台最需要的是“师道良

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修德，既要

立意高远，又要立足平实。要立志报效

祖国、服务人民，这是大德，养大德者方

可成大业。”教育，犹如一棵树摇动另一

棵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灵魂

唤醒另一个灵魂，是用整个生命去哺育

一群生命。坚守可贵，坚守难得。雨入

花心，自成甘苦。水归河川，无问西

东。十七年来，张玉滚用一点一滴的行

动，将一件件平凡琐碎的小事做细做

实，为一个个大山里的孩子点燃希望照

亮前程。

奋斗是青春的座右铭。张玉滚的

坚守告诉我们，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

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

好就是不平凡。只有将青春融入奋斗

的时代洪流，才能在奋斗的征程上踩

出如砥大道，收获累累硕果和踏踏实

实的幸福。3

奋斗是青春的座右铭

□本报记者 赵力文

水泥厂是个啥模样？
相信不少人会有这样的印象：飞

舞的粉尘、灰蒙蒙的天空、粉尘覆盖的
地面、蓬头垢面的工人……整个色调
都是“灰”的。

3月中旬的一个周末，省环境污染
防治攻坚办有关负责人在暗访中无意
发现了洛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颠覆
了人们对于水泥厂的传统灰色印象。
厂区干净整洁，企业检测室内，实验设
施也是摆放有序。当详细了解了该企
业生产情况、生产工艺和治理技术后，
这家“变灰为绿”的水泥厂不禁让在场
的有关负责人啧啧称赞。

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对该企业
创新清洁生产、推动绿色发展的做法
给予高度赞扬，并在全省发布的攻坚
战报上点赞。数天后，我省十多家窑
磨一体的水泥企业负责人前来该企业

“取经”，学习“绿色”经验。
这是怎样的一家水泥厂？

记者走进位于汝阳县柏树乡的
洛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厂区，繁忙生
产，井然有序，一片“绿意盎然”扑面
而来。

厂区里，既有着庭院式景象——
竹林花海沐春风，一池碧水映煦日；也
有着满满的工业风，由管道、皮带、铁
塔、料场等组成的“钢铁森林”。

这是一家绿色工厂，不仅仅绿化
好，更重要的是在生产工艺上体现了

“全封闭、全消声、全变频、全利废、全
收尘”的“五全”绿色理念。

该公司生产部副部长吕志庆娓娓
道来这“五全”。

——“全封闭”是指料场、堆棚和
皮带全封闭，避免一丝灰尘飘出来。

——“全消声”就是把原本发出声

响的地方全部装上消声器，营造静悄
悄的厂区。

——“全变频”则是为了节电，所
有电机全部装上变频器。

——“全利废”也就是全方位利用
废弃物作为原料使用，比如附近电厂
废弃的脱硫石膏、燃煤炉渣分别用作
缓凝剂、掺合料，原来石灰石矿开采中
常常被废弃的山皮也作为掺合料充分
利用。

——“全收尘”力求全面收纳灰尘，
该厂在生产线的所有排烟口安装了59
套收尘器，把颗粒物全部过滤下来。

为了实现最大程度的节能减排，在
这套水泥生产线上遍布着“黑科技”：

——堆料场安装了离子水自动喷
雾系统来防尘抑尘。

——在物料运输线上，中子活化水
泥在线分析设备自动分析物料成分，实
现自动配料，既节能又省了人工。

——使用先进的辊压机终粉磨，比
传统的球墨机和立磨省电一半左右。

——窑炉内壁采用新型隔热砖，
保温效果好，每烧1吨水泥熟料，可节
约5公斤左右标煤。

——生产水泥熟料的核心区运用
了新型节能低氮燃烧器，实现每烧1吨
水泥熟料可节电0.5度，节约煤耗2公
斤，减少氮氧化物一半排放量。

——配套的 9兆瓦余热发电系统
把燃烧的窑炉散发出的热量回收发电，
每烧1吨水泥熟料，同时可发电36度。

——持续运行的新型冷却机、空
气压缩机大大提高余热发电效率。

“我们几乎把能想到能用到的办法
和手段，都用来节能减排了。”吕志庆说。

这条日产 4500 吨熟料新型干法
水泥生产线于 2013 年 10 月开工建
设，总投资 8亿多元，2014年 10月建
成投产。这条水泥生产线，运用了当
今国际先进技术,把曾经高耗能高排
放的“灰色”水泥生产大步向“绿色”
突围。

建材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评价中
心在对洛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评价后，
认为符合绿色工厂创建要求，经专家委
员会评审，综合考虑该企业在用地集约
化、生产清洁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
化四个方面处于水泥行业良好水平。

“我干了30年水泥行业，过去一进
水泥厂，灰尘大，呛人，能耗也大，但这个

厂可真是彻底颠覆了过去水泥企业的状
态。”该企业安全环保办公室工程师张锋
说，上马节能减排设施，建厂成本不低，
但实现节约能耗后，运营成本大大减少，
仅电费每月就能节省500万元。

中国联合水泥河南运营管理区总
裁兼洛阳中联董事长刘宗虎向记者介
绍：“我们一直秉承‘善用资源、服务建
设’的企业使命，致力于经济与环境的
协调发展，坚持推进低碳化生产经营
方式，努力消除噪音、尘埃、废气等方
面的污染，打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绿色环保产业，为社会提供高品质
绿色环保的建材产品。”

“企业在环保和绿化投入上不遗余
力，在设备、系统、技术、工艺等方面都把
环保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考虑在内。自
2014年投产以来，企业直接用于环保的
资金已超过2000万元，年直接投资增长
率保持在5%以上。”刘宗虎说，我们就是
要把洛阳中联打造成一家既能为社会提
供优质绿色产品，又能保护优良生态环
境，绿色发展的负责任企业！

“灰色”水泥生产向“绿色”突围
——洛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建设绿色工厂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