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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丰县委书记 冯向军

提要：奋力开启清丰经济社会

发展新征程，必须以钉钉子精神做

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上接天线”

明方向，“下接地气”为民生，落实

“马扎工作法”，涌现更多“草帽服务

队”，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

践行“实干兴邦”的精神。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
习近平总书记的 2018 年新年贺词
言犹在耳，苦干实干的主旋律已经
奏响。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要履行好促一
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
奋力开启清丰经济社会发展新征
程，必须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
好各项工作，发扬清丰“搬马扎、戴
草帽”的作风传统敢于担当。

强化担当作为，要“上接天线”
明方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
个县可以看做是一个基本完整的社
会。能否坚持党的宗旨，能否把党
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落实好，决定了
清丰这个“小社会”的发展前景。党
的十九大擘画出新时代的宏伟蓝
图，指引着新征程的前进方向。要
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持续推进“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
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
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党建“30
条”、乡镇党委书记“群组”管理、《清
丰县农村党支部书记“352X”绩效
考核办法（试行）》等，提升基层党组
织建设水平的实践探索，继续勇敢
先行先试。

强化担当作为，要“下接地气”
为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曾撰文，称

赞福建省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在
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
碑”。谷文昌在任时，带领当地干部
群众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在沿海建
成一道惠泽子孙后代的防护林。他
虽没有轰轰烈烈的“显迹”，却用无
私奉献的“潜迹”赢得老百姓的口
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
之。”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奋斗目标，才能创造出经得起
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当
前，脱贫攻坚战来到承上启下的关
键阶段，清丰“党建+扶贫+食用菌”
的创新模式也日渐成熟，已辐射带
动贫困户 1.5 万余人致富增收。要
继续推动食用菌产业“规模化、标准
化、现代化”，努力走出党建统领、全
民发力、惠及全县贫困群众的裂变
式发展新路子，实现产业增实力、城
市添活力、农村更美丽的目标，提高
百姓获得感、幸福感。

强化担当作为，要落实“马扎工
作法”，涌现更多“草帽服务队”。清
丰成为承接京津冀家具产业转移的
主阵地，以实干换实效的干部作风发
挥了重要作用。戴草帽、搬马扎，走
进项目工地现场解决问题——这种

“土方法”瞄准“中梗阻”，锤炼党员领
导干部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动
工作落实的执行力。天热时有“草帽
服务队”，天冷时就会有“军大衣服务
队”，有一支敢于担当、勇于攻坚、敢
打硬仗的党员干部队伍，必然挤压作
风不实的生存空间。“敢想、敢干、干
成、干净”的干部作风已成为清丰一
张重要的对外“名片”，“半天室内工
作法”“关键时期白天无会”、党员干
部服务企业“十不要”等一线工作机
制也要持续完善创新，凝聚清丰赶超
发展的强大动力。③7

(本报记者 王映 整理)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张
琳琳）记者 5 月 13 日获悉，省卫计
委联合郑州大学日前在郑州大学
新校区共同启动了河南省全民自
救互救卫生应急知识技能百场普
及活动。

发生突发伤病等，处在第一时
间、第一现场的群众是否掌握必要的
卫生应急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直接
关系生命安危。本次活动在全省18
个省辖市同步启动，通过170余场次
的现场知识技能普及活动，对 20万
人次开展卫生应急常用技术实践操
作培训。

在郑州大学新校区的活动现场，

来自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省人民医院等18家医疗机构开设有
心肺复苏、气道阻塞、创伤止血包扎
3类项目现场培训，通过演示教学、
现场观摩、演练操作等形式多样的
展示活动，引导群众参与互动学
习。现场设置了 200个卫生应急常
用技能展示观摩点、2 个知识讲解
区、18 个医疗卫生服务咨询台、80
余块宣传展板，向公众宣传普及急
性传染病防控、中毒应急处置、各类
突发公共事件自救互救、危急重症
救护等应急知识和技能，吸引了200
余名医务工作者和近百名志愿者积
极参与。③4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李晓光

他很谦虚，总戏称自己是“三无产
品”：没有过人的天赋，没有惊人的智
商，没有渊博的知识。

他总是说，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
的事，却不知道，在同事的眼里，他是

“最富有”的人。
他就是国网焦作供电公司通信运

检二班班长朱哲然。他用自己朴素的
言行，为劳动者这一平凡的称呼作出
了最贴切的注解。

“辖区内 110 千伏及以上变电站
44座，各类通信设备共计380余台，任
何一台设备出现故障，都可能造成电

力调度无法正常监控、公司经营管理
业务无法正常运行等情况的发生。”朱
哲然说。

如果把电网比作人的躯干，那么
电力通信系统就是人的神经系统，电
力调度通过信息系统去感知电网的每
一丝“跳动”，并对异常情况迅速做出
反应。

执着是什么？朱哲然的理解很简
单，就是保护电力通信这一焦作电网
神经中枢的绝对安全。

2015年 6月拳乡变电站至太子庄
变电站省网华为光路中断、2016年3月
220千伏 I春清保护中断、2017年 5月
II岭春第一套保护通信中断……每次
事故现场都有他忙碌的身影，并一次次
化险为夷。“朱哲然技术硬，理论扎实，
操作能力强，还有股子犟劲儿，把班组
交给这样的徒弟，我就可以放心退休
了。”这是老班长退休前的一席话。

朱哲然所在班组平均年龄46岁，
自担任班长以来，长期在班组开展“一
月一活动、一月一主题”专项活动，在
他的带领下，所在班组先后荣获“国网
河南省电力公司工人先锋号”“国网河
南省电力公司优秀班组”“国网河南省
电力公司一流班组”等称号。

荣誉的背后，是付出和牺牲。“妈
妈，爸爸什么时候回家啊，他什么时候
能带我出去玩啊?”这是朱哲然不到 2
岁的儿子经常对妈妈说的话。

今年清明节那天，为了配合 220
千伏太子庄变电站设备改造，须对所
有 220千伏线路光缆进行割接，朱哲
然全然忘记了与孩子的约定，全身心
投入工作中。

当天工作一直持续到深夜，赶回
家的他看到熟睡的儿子大吃一惊，原
来白天儿子不慎摔伤，伤口缝合数针，
而这一切家人都没有告诉他，怕影响

他的工作。看着熟睡的儿子，他忍不
住流下了眼泪。

参加工作以来一次公休也没歇
过，没有旅行，少有团聚，朱哲然知道，
这些年所取得的成绩，都离不开妻子
背后默默的支持。

他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将提升
技能、加强创新作为第一要务，顺利通
过了华为 HCNP MSTP、OTN、R&S
等多项资深网络工程师认证，并在
2017年信息通信运行安全技能竞赛中
获河南省电力公司个人第一名、国网
公司个人第五名，创省公司通信专业
历史最佳成绩。

“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
功”。朱哲然坚信，企业是沃土、岗位
是平台，只有秉承勤奋、敬业、严谨的
工作作风，才能让自己的青春和才智
化作光和热，才能为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保驾护航。③6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本报通讯员 王烜

4 月，举世瞩目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上，为海内外宾朋担负护
航任务的警用车辆，是产自森源集团
的鸿马移动警务室。此前，鸿马移动
警务室陆续在 2014 年北京 APEC 会
议、2015 年郑州上合组织总理会议、
2016年杭州G20峰会、2017年“一带
一路”高峰论坛等国际盛会亮相，显示
了森源集团在国内警用装备行业非同
寻常的地位。

谁能想到，森源集团1992年创办
时，只是一个员工4人、启动资金10万
元的私营小厂。短短的26年，森源集
团已飞速成长为拥有电气制造、汽车
制造、新能源发电、投资金融及国际贸
易等多个板块，28家子公司、员工上万
人的上市集团公司，2017年跻身“中国
企业500强”。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灵魂。森源
26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5
月 11日，森源集团董事局主席楚金甫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正是依靠创
新驱动，森源才实现了从“跟跑”到“并
跑”再到“领跑”的升华蝶变。

26年来，森源集团始终坚持“依靠
机制创新，引进高素质人才；依靠高素
质人才，开发高科技产品；依靠高科技
产品，抢占市场制高点”的发展战略，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森源奇迹”——

1992年到1997年，森源用短短五
年时间把隔离开关做到了产销量全国
第一。2013年，森源用不到1年时间就

开发出了光伏逆变器、SVG静止无功
补偿装置，使森源迅速成为我国光伏发
电装备领域和电气制造行业的领跑者。

2016年 10月，森源用不到半年的
时间，研发出 15kW 交流充电桩和
120kW智能型交直流一体充电桩；同

年，短短两个月时间，自主研发出
BMS 电池管理系统，成为国内第一
台、精度最高的在通信基站微网供电
应用的BMS电池管理装置。

靠着集成创新，森源集团成功跻
身高端装备制造商行列；靠着研发创

新，森源电动车摘得国家电动车辆技
术卓越奖，纯电动移动警务室全国市
场占有率达到 70%；凭借商业模式创
新，智慧环卫设备等产品销售呈现井
喷式增长，不到3年时间就成为国内混
凝土行业最大的第三方物流企业……

楚金甫说，走在转型升级的十字
路口，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多年来，
森源不拘一格引进、培育人才，为公司
提供了技术和人才保障。

森源集团虽然地处县域城市长
葛，却像“磁铁”般吸引了曹宏、陈西
山、过金超等上百名国内输配电设备
制造行业、汽车制造行业的权威专家
来此“扎根”。放弃在北京的优渥待遇
来到长葛的教授级高工陈西山说：“在
森源集团，能够感受到‘待遇留人、事
业留人、制度留人、情感留人’的巨大
魅力，这里为每一位创新者提供了施
展才华、发挥能量的广阔舞台。”

得益于数量众多的高素质人才，
森源集团先后参与了近30项国家标准
和行业标准的制定，拥有授权专利近
2000项，其中发明专利500多项，已成
为行业标准的参与者、制定者，为森源
赢得了市场主动权和话语权。

为了鼓励创新，森源集团每年研
发经费超过产值的 5%，新产品比例
高达 40%。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
形势下，森源集团却交出了一份耀眼
的成绩单：最近 5年实现销售收入分
别为 132亿元、189.7亿元、230亿元、
307.9 亿元和 423.6 亿元，年均增速超
过30%。③4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5 月 11
日，记者从省招生办公室获悉，为便
于考生熟悉和掌握网上填报志愿系
统，减少或杜绝填报失误，我省将进
行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
愿模拟演练。

除了已被高职院校等单独招生
录取的考生外，其他参加今年高招
的考生（含对口生、专升本考生）全
部参加本次模拟演练。5月 20日 9
时至 21日 17时，请考生登录河南省
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进行演
练。

省招办提醒考生，要妥善保管个

人相关信息及密码，确保信息安全。
如果密码丢失，可通过河南省普通高
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的“忘记密码”
功能进行登录密码重置，或由考生本
人持身份证原件到所在的辖区招办办
理密码重置。考生填报志愿结束后，
应使用“退出系统”功能退出网上填
报系统。

本次模拟演练所使用的有关高
校招生计划、合格成绩信息等非报名
数据均为模拟数据，仅用于演练，与
正式填报志愿不同，请考生不要误
解。本次演练不安排志愿表打印和
签字程序。③3

开栏的话：

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近年来，我省民营经济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贡献越来越大。本报今日起开设“发展民营经济 助力中

原出彩”专栏，聚焦我省民营经济贯彻新发展理念取得的成就，

展现我省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作出的探索，挖掘河南民营企业家

的精神，讲好民营企业的创业故事，敬请关注。③7

学习贯彻十九大·县委书记在行动
强化担当敢作为

我省举行急救知识技能
现场普及活动

高招网报志愿将模拟演练

森源集团：创新成就行业奇迹

图为长葛森源奔马生产车间 资料图片

▲5月 13日，商城县“感恩母亲，你我同行”活动现场，60余名不同年龄层
次的儿女为妈妈洗脚，以此表达孩子们感恩母爱的深情。⑨3 李代龙 摄

▶母亲节前后，项城中专为学生开设了“母亲亲情专线”，让学生免费和母亲
通话。⑨3 赵献伟 摄

朱哲然：做精神上最“富有”的人

感恩·母爱

5月 13日，卢氏县洛神公园内花香四溢，三位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一起
读书，享受美好的周末时光。⑨3 邓放 聂金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