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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郭治鹏

“ 又 到 这 个 节 日 ，又 想 起 五 月 的 鲜
花 ……”这句话的配图不是灿烂的花朵，
而是写满字的黑板。黑板上，火烧赵家
楼、俞秀松、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
年团等关键词串联起了五四运动和共青
团的历史。

谁的朋友圈这么有特点？
记者 6月 12 日了解到，这个在河南农

业大学鼎鼎有名的微信朋友圈的主人，是该
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郭武轲老师。这位思

想政治理论课老师的朋友圈是那么与众不
同，从中你能看到她对一堂课的自我反省、
对一个学生的风趣点评、对一件事的深刻思
考、对一种职业的无比热爱，满满的都是“思
政课的味道”。

她的朋友圈里有什么？
有上课时的激情飞扬，也有下课后的劳

累不堪；有为学生精彩表现的欢呼，也有恨
铁不成钢的沮丧；有随手拍的一张张充满思
政味道的图片，也有深入思考见地深刻的短
文……丰富多彩的内容，大都与“思政”有
关。

3 月 8 日，郭武轲的朋友圈分享了新
闻媒体报道自己父亲的一篇文章。她的
父亲也是一名思政课老师。她说，是父亲
给她作出了榜样，她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如

何站稳讲台、丰富自己、热爱学生、倾心授
课。

郭武轲的同事兼闺蜜雷雯这样评价她：
“她是一个从来不‘用心’逛街的人。有一次
我们俩在解放路立交桥下看到了一座欧式
建筑，她说郑州这种风格的建筑很少，这座
小楼一定有故事，于是立即用手机上网查
询，发现这座建于 1912年的小楼曾经是一
座教堂的附属建筑，因为供修女居住，所以
又称‘修女楼’。她像发现了宝藏一样兴奋，
拿起手机不停地拍，并分享在了朋友圈里。
她说这是她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帝国
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的真实反
映。”

跳出朋友圈，她的课堂是什么样？
郭武轲十分重视学生的参与和师生

互动。比如，讲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时，她在每学期初都要先给学生布置一项
特殊的作业：以“口述历史”的方式记录家
族史。通过对家族史的研究，同学们了解
到今昔人民生活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等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真实的变化中知
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国
情 的 历 史 选 择 ，从 而 更 加 坚 定“ 四 个 自
信”，自觉肩负起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使
命。

在刚刚结束的河南农业大学青年教师
教课大赛和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大赛中，郭
武轲拿到了两个一等奖，成为“双冠王”。面
对赞誉，她说：“没有讲不好的思政课，只有
不用心的思政课老师。我将不懈努力，和我
的学生一起成长。”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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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我的思政老师

一线见闻

本报讯（记者 李林）6月 13日，热浪卷
城，但省会郑州的建设却丝毫不受影响。一
根根巨大的桩基深植土地，如同无形的

“手”，正在托起郑州的“四环时代”。
“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由大河

路、东四环、南四环及西四环组成闭合环
线，全长约 93公里，总投资超过 370亿元，
是郑州市乃至全省单体投资最大的市政
桥梁工程。该工程自 2017 年 12 月 30 日
开工以来，已有超过 2990 个桩基植入地
下。”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除东四环规划为主线地面快速路
外，其他三条均为双向八车道高架快速
路。

上午 10 时，骄阳下，西四环施工现场
2000 多名建设者们挥汗如雨。“支撑起高
架快速路的主要是埋在地下的桩基。”现
场工作人员付金岐告诉记者，在这里桩
基直径最大达到 2 米，深入地下接近 90
米。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根据地质情况不

同，西四环大部分桩基从直径1.5米到 1.8米
不等，深入地下 50米到 70米不同，目前已
经完成入桩 1453个，接近工程总量的五分
之一，是四条道路中桩基施工进度最快的一
处。

与包括三环在内的其他高架快速路不
同，“四环”高架施工采用的是世界先进短
线法节段预制技术，其核心是将混凝土结
构的构建过程工业化，如同钢结构一样，在
工厂化条件下对混凝土结构进行整体分

割，节段加工，然后再运送到现场拼接成高
架桥梁。

“采用这种工艺施工，四环高架桥建设，
只需要在现场打好桩基，建设墩柱、承台，上
部的桥体箱梁不再像过去那样在现场搭设
支架浇筑施工，而是先分片在梁厂内生产出
来，然后到现场一片片拼接起来。”工作人员
刘国存介绍说。

据悉，“四环”全线建设共需预制节段梁
约49922片，全线已经建起8个预制梁厂。

伴随桩基入地、箱梁投产，郑州一步步
走进“四环时代”。“在城市发展过程中，500
万至 1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其成熟建成
区仅能达到三环或者三环以外，只有人口超
千万的超大城市才能让成熟建成区超越四
环，并且向五环进军。这是由城市的人口总
量和发展潜力决定的。”郑州大学一位专家
认为，四环的快速化工程是郑州迅速发展的
缩影。

据悉，该工程计划于 2018年年底前高
架 桥 梁 墩 柱 全 部 完 成 、箱 梁 架 设 完 成
60%，2019 年 6 月底全部高架主线建成通
车，2019 年年底前全线地面道路建成通
车。③5

本报讯（记者 宋敏 实习生 刘斐）6月 13日，国网
河南省电力公司召开河南电网 2018年迎峰度夏媒体通
气会。从会上记者了解到，今夏我省供电形势为“整体
保持平衡，备用不足，局部大负荷高峰时段存在供电缺
口”。

据介绍，今年度夏期间，预计省网最大用电负荷
6350 万千瓦，同比增长 8.9%，而最大供电能力约 6400
万千瓦。其中，风电、光伏、区外来电等清洁能源合计最
多可达1200万千瓦，约占全省供电能力的18%。

受农村电网大规模改造后农民用电需求充分释放等
因素影响，度夏期间，郑州北部、驻马店东部、信阳东部地
区均存在供电缺口，许昌、开封地区备用不足。

“今夏省网最大用电负荷几乎比去年增长了约
1000 万千瓦，这从我省今年前 5个月的用电量一直呈
正增长态势可见一斑，主要跟河南经济增长较为迅猛
有关。”省电力公司调控中心副主任张毅明说，根据统
计，负荷增长的来源包括工业用电、三大产业用电等方
面，但度夏期间空调降温用电仍将是最大的负荷增长
点，占比超过三成。

据悉，为了保供电，我省将强力推动度夏工程建设，
挖掘电网供电能力，确保 6 月底投产 55 项 110 千伏及
以上电网度夏重点工程，完善主网架结构，提高整体供
电能力。同时，完成 1575项贫困村电网改造和 2428项
迎峰度夏配电网工程建设，为配电网平稳度夏奠定坚
实基础。度夏期间，省电力公司将合理安排有序用电
措施，积极引导工业企业错避峰生产，针对可能出现的
重过载配电台区，指导客户制定用电高峰期间错避峰
方案。③4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 通讯员 赵明奇）记者 6月 11
日从舞阳县获悉，由于舞阳县在我省省级贫困县中率先
脱贫，省财政日前下达舞阳县率先脱贫省级财政奖励资
金 800万元，奖励资金纳入舞阳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
农资金范围，用于巩固脱贫成果。

近年来，舞阳县委、县政府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下足“绣花”功夫，做好精准文章，退出贫困村
112 个，实现脱贫 4.38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的
9.39%降低到 1.19%，群众认可度达 99.5%，成为我省
第一个脱贫摘帽的省级贫困县。目前，舞阳县正结合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扎实开展“脱贫攻坚巩固提升年”
活动。③5

“拼”搏四环“郑”在奔跑

她的朋友圈满是“思政味”
——记河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郭武轲

今夏最大用电负荷
6350万千瓦
供电形势整体保持平衡

在省级贫困县中率先脱贫

舞阳县获省级专项
奖励800万元

6月 13日，郑州市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荥阳市崔庙镇邵寨村预制梁厂内，
工人正在加紧生产四环线箱梁。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朱雷

去年的今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会见卢森堡首相贝泰尔时强调，中方

支持建设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

路”。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扩大开放，

将“空中丝绸之路”作为河南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统筹谋划。

国家指明了方向，省委、省政府做

出了具体部署，中国银行必须有作为，

有担当。为了支持打通郑州到卢森堡

的“空中丝绸之路”，中国银行早已开

始默默耕耘，为这条“丝路”建设注活

水、添动力。

如今，中国银行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利用

自身优势，为往来于“一带一路”的河

南企业插上“金翅膀”，让“丝绸之路”

熠熠闪光。

积极行动早部署
量身定制专业强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助力打通空

中丝绸之路，要追溯到2013年8月，当

时河南民航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简称

“河南航投”）提出了竞购欧洲最大的

全货运航空公司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

公司（简称“卢货航”）35%股权计划，

以期借助卢货航成熟的管理，建设覆

盖全球的货运网络，全面提升郑州世

界航空物流中心地位，为买全球、卖全

球打造畅通的空中道路网络。

计划宏大，意义深远，但同样需要

巨额资金。钱从哪里来？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获悉后，在

总行的支持下，由省行、郑州花园支行

组成重大项目联动专项服务组，专门

服务河南航投海外收购计划。省行班

子成员带头主动拜访河南航投，紧跟

收购进展，同时带领客户赴卢森堡进

行业务洽谈，与卢森堡分行、中银国际

通力合作，为河南航投的海外收购解

除了资金的后顾之忧。

2013年 12月 28日，经过激烈角

逐，河南航投成功竞得卢货航35%股

权收购标的，标志着河南航投海外收

购项目进入实质阶段。为确保收购成

功顺利进行，中行河南省分行与总行、

卢森堡分行、中银国际一起组织贸易

金融、投资银行相关专家根据河南航

投海外收购特点，提出了专业化国际

收购建议和融资建议，量身设计了卢

森堡货航股权估值、汇款、账户、融资、

汇率管理等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为最大程度地帮河南航投节约成

本，中行河南省分行与中银国际、卢森

堡分行深入沟通，根据此次海外收购

特点和卢森堡当地监管要求，提出了

内保外贷的整体思路，开创了资本项

下海外并购业务先例。2014年4月4

日晚9时，中行河南省分行为河南航投

成功开出 2.1725亿美元内保外贷保

函，帮助企业利用海外低成本资金收

购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公司铺平了道

路。4月 11日，卢森堡分行为河南航

投卢森堡有限责任公司成功发放

2.1725亿美元收购贷款，标志着河南

航投海外收购项目落地。

“专业精神和真诚的态度，是我们

选择中国银行的重要原因！”河南航投

负责人不止一次盛赞中国银行。

这是中行河南省分行发挥国际

化、专业化优势，助力“走出去”企业海

外收购又一成功案例，也是该行积极

支持国家重点战略、助力中原更加出

彩的又一深刻实践。在中行河南省分

行倾力相助下，打通的这条横贯中欧

的货运“空中丝绸之路”熠熠闪光。如

今已经从“互联”到“互通”、从“互利”

到“互赢”、从“民亲”到“心通”，豫卢合

作正向着更深层次发展，在国家“一带

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服务“丝路”建设不止步
推动对外开放大格局

中行河南省分行利用资本的力

量助力河南航投收购卢货航，这仅仅

是该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冰山

一角。

中行河南省分行在助力中原更加

出彩，支持扩大对外开放的事业中，一

直以永不止步的精神积极探索，大步

前行。一年来，为国家（河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注活水，为工商企业跨境投

资与贸易项目对接搭台子……百年中

行，创新不止，为行走在“丝路”上的企

业插上了腾飞的“金翅膀”。

自贸试验区挂牌当天，中行河南

省分行入驻郑汴洛自贸片区服务大

厅，设立金融服务窗口，同日启动自贸

试验区业务三级金融服务体系，以不

可复制的优势把服务自贸试验区网络

织得既密实又牢固，实现服务渠道全

覆盖，打通“区内、区外、境外”三个市

场。该行凭借国际化、多元化优势服

务自贸试验区建设，根据片区内跨国

企业经营需求，为多家企业备案并开

通集团内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

务，实现了跨国企业集团自有资金集

中管理、调剂归集，提高了内部资金使

用效率，有助于企业资金收益最大

化。针对区内部分企业跨境汇款金额

小、笔数多、要求到账时间快等特点，

中行河南省分行设计批量汇款预处理

系统+中银全球智汇产品（GPI）创新

服务模式，大幅提高了业务速度，节省

了时间、人力成本，为企业跨境汇款提

供“飞”一样的体验。为支持中国（郑

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该

行研发跨境电商支付结算系统，利用

大数据技术，创新推出“中银保税 E

贷”产品，为平台注册的电商企业提供

授信支持。

自贸试验区挂牌以来，该行凭借

国际结算、贸易融资、资金以及跨境人

民币等独特专业优势，累计为区内企

业办理国际贸易结算194亿美元，跨

境人民币结算175亿元，市场份额稳

居首位。加强境内外联动，为区内企

业量身打造投融资一揽子金融解决方

案，累计投放贷款153亿元。牵头叙

做并购银团贷款41亿元，叙作1.6亿

美元海外直贷，为区内5家企业发行超

短融及永续中票37.5亿元，成功注册

超短期融资券、永续中票合计180亿

元，承销境外债3亿美元。

中国银行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

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连续两年在河南召开工商企业跨境投

资与贸易对接会，为境外企业“走进河

南”打开了一扇门，也为河南企业“走

出国门”架起了一座桥。据统计，去年

来自全球 3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400

位海外企业家到访，国内外企业家开

展多达1160场面对面的洽谈，撮合成

功率达 72.7%，可谓是收获颇丰。今

年，共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220

多家海外企业、近千家河南本地企业

参会，参会总人数超过2000人，撮合

成功率再创新高。

中国银行董事长陈四清在 2018

工商企业跨境投资与贸易项目对接会

上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展开了中国同世界交融发展的新

画卷。中国银行将进一步发挥全球化

优势，支持更多的河南企业“走出国

门”、更多境外企业“走进河南”，助推

中原更加出彩。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行长何方恩

深情地说：“具有105年悠久历史的中

国银行河南省分行，将紧紧围绕总行

‘建设新时代全球一流银行’战略目

标，加快市场领先、系统卓越银行建

设，秉行‘扎根河南、服务中原’的经营

理念，为推动中原地区发展更加出彩，

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贡献中行力

量！”

未来，中国银行将继续发挥优势，

用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和得天独厚的

专业服务支持我省打造“空中丝绸之

路”“陆地丝绸之路”“网上丝绸之路”

建设，河南企业买全球、卖全球行走的

“丝路”将越来越宽阔！

建 设 新 时 代 全 球 一 流 银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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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为走“丝路”的企业插上“金翅膀”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
办公大楼办公大楼

4月 17日，2018工商企业跨境投资与贸易项目对接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隆重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