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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走出去” 高水平“引进来”

许昌中德合作“好戏连台”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本报通讯员 王烜

一面是环境资源约束趋紧，一面是
不锈钢产品市场竞争加剧，利润从过去
每吨300多元跌至不足50元，企业发展
的路该如何走？这一度是河南晟丰科
技公司董事长庞国伟苦苦思索的问题。

如今，庞国伟的问题已迎刃而解：
通过与德国公司的技术合作，引入了全
国第四条、河南第一条不锈钢六连冷轧
生产线，推动企业走提质升级之路。

7月 8日，在晟丰公司 120米长的
不锈钢六连冷轧生产线上，看不到工人
们繁忙作业的景象，从开卷、上料到轧
制、成型，全都由电脑智能控制。

“这条生产线属于集成创新，融合了
德国西门子TDC智能化轧钢系统和德
国西马克公司技术，是全省智能化程度
最高的不锈钢冷轧生产线，每月产能3万

吨。”庞国伟介绍，“以前需要100多人流
水作业，现在两三个人就能轻松操控。”

目前，中德合作的一出出“好戏”正
在许昌频频上演。2016 年以来，德国
克莱斯公司、史太白公司等 20余家知
名企业先后 30多次来许考察；许昌经
贸代表团7次大规模赴德交流，90多家
许昌企业参与其中。“德国质量”与“许
昌速度”完美“嫁接”，越来越多的德国
企业和德国技术走进许昌，为许昌的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统一电器公司与德国克莱斯公司
“联姻”，致力生产智慧冷藏车产品；豪
丰农业机械公司与德国克拉斯农机公
司强强联手，开展技术合作……目前，
许昌市签约对德合作项目 42个，12个
中德合作优质项目先后落地，不断为许
昌经济转型升级积蓄能量。

7月 9日，在位于长葛市产业集聚
区的河南大森机电公司生产车间，高鼻
子、蓝眼睛的德国工程师亚瑟·冈夫正
在进行挖掘机械的技术指导和设备调
试工作。他所在的德国 GAT 机械公

司，是欧洲管道挖掘、钻探设备生产的
“隐形冠军”。大森机电公司是许昌一
家涉足轨道交通、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
设的高新技术企业，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收购德国GTA公司工作。

“如今，我们已经收购了GTA机械
公司51%的股权，正在谋划建立欧洲研
发中心，进一步开发国际隧道工程市
场。”大森机电公司董事长赵晓东说，“在
技术和管理上‘接轨’国际一流，需要开
放的胸怀，更需要合作的良好平台。”

这个对德合作的“良好平台”，就是
今年 3月由工信部批复同意设立的中
德（许昌）中小企业合作区。这是全国
第八个、全省第一个获批的中德中小企
业合作区，是许昌持续多年对德合作结
出的“丰硕之果”。

动力十足的中德（许昌）中小企业
合作区，以许港产业带为主体，以长葛
市中德再生金属生态城、许昌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中德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
为核心，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重点
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

及健康养生 4大产业 13个细分领域，
引领许昌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

许昌为何能成为我省中德合作的典
范？许昌市商务局负责人介绍，许昌工
业竞争力排名全省第三，战略性新兴产
业总量位居全省第二，民营经济领跑全
省，对接“德国制造”具有很强的可操作
性。今年4月，德国国防部前部长鲁道
夫·沙尔平第17次来到许昌考察时曾连
声赞叹：“在我们与许昌两年来的合作
中，许昌政府展现了很高的开放度和透
明度，许昌企业展现了非凡潜力，相信双
方未来合作的空间会更加广阔。”

“中德（许昌）中小企业合作区为许
昌市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
人才提供了重要载体，为打造先进制造
业强市提供了新引擎、新动力。”许昌市
市长胡五岳表示，“我们将抢抓‘一带一
路’机遇，深化与德国在经贸等领域的
合作交流，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和技
术创新，打造我省对德合作的桥头堡，
为中西部地区推进中德中小企业合作
创造更多鲜活经验。”③8

基层亮点连连看

王宏伟：保护生态的“拍鸟达人”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边督边改情况

（2018年 7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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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年 7月 9日，中央
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转办
信访举报件共 38批 5477件。其
中，郑州 1380 件，已核查办理
1276 件；开封 160 件，已核查办
理 149件；洛阳 507件，已核查办
理 462件；平顶山 224件，已核查
办理 215件；安阳 302件，已核查
办理 272件；鹤壁 103件，已核查
办理87件；新乡311件，已核查办
理 284件；焦作 250件，已核查办
理 228件；濮阳 139件，已核查办
理 129件；许昌 188件，已核查办
理174件；漯河79件，已核查办理
72件；三门峡136件，已核查办理
123件；南阳 516件，已核查办理
481件；商丘 125件，已核查办理
118件；信阳 261件，已核查办理
240件；周口 121件，已核查办理
101件；驻马店 200件，已核查办
理 180件；济源 115件，已核查办
理110件；巩义89件，已核查办理

82件；兰考 13件，已核查办理 12
件；汝州63件，已核查办理58件；
滑县 32件，已核查办理 30件；长
垣县 14件，已核查办理 14件；邓
州 51件，已核查办理 50件；永城
市 14件，已核查办理 14件；固始
46件，已核查办理 45件；鹿邑 12
件，已核查办理11件；新蔡11件，
已核查办理 11 件；航空港区 15
件，已核查办理15件。

按时限要求，应办结中央第
一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前34批
信访举报件总计 5043件。通过
省级现场核查组核查的3939件。

其中，边督边改进度较快、核
查及案卷双合格办结率较高的市
县 有: 鹤 壁 市 86% 、新 蔡 县
100%、长垣县100%。

边督边改进度相对较慢、核
查及案卷双合格办结率较低的市
县有：南阳市 44%、濮阳市 45%、
滑县50%。

红腹锦鸡⑨3 王宏伟 摄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本报通讯员 王雪红

7 月 8日上午，三门峡天鹅湖湿地
公园南边的苍龙湖。远处，两只白鹭在
湖面上翩跹起舞，一只斑嘴鸭妈妈警觉
地观察着四周，一窝毛茸茸的小斑嘴鸭
欢快地在水草中穿梭觅食。

记者躲在湖畔的林子里，透过一层
黑网上撕开的一片洞，端着望远镜观察
着湖面。透过黑网洞观察着湖面的，还
有一架长焦照相机，王宏伟一边按着快
门，一边小声介绍着每一只鸟的名字和
习性。

“你看，小翠来了！”不远处竖起的
干木枝上落着一只翠蓝色羽毛的小
鸟，正左一下右一下把嘴里的小鱼猛
力地摔打到横枝上。“翠鸟先摔死小
鱼，再抛起来调整鱼头方向，如果鱼头
朝内它就自食了，如果鱼头朝外它就
不会吃，是要带回去喂食宝宝。”王宏
伟说。

王宏伟现供职于中国铁路郑州局
三门峡南站，是个“拍鸟达人”。

2009年，他刚端起照相机，就在黄
河绝壁上拍苍鹭。一到休息日就去蹲
守，这一守就是七周，黄河水由清变浊
了，他也拍下了苍鹭从产卵、孵化到育
子的全过程。当年，“苍鹭”组片获得了
河南省艺术摄影协会大赛生态环境二
等奖。

从此，王宏伟与“鸟”结缘，一“拍”
不可收拾。他栉风沐雨、涉水卧林，到
现在，已经拍摄了 240多种鸟的活动场

景，所拍品种占到河南省记录鸟类的八
成。他精选了上百幅图片，每一幅都标
注了拍摄地、类别及鸟类的生活特征、
习性，出版了《美丽三门峡·百鸟飞羽
集》，堪称一部艺术价值极高的鸟类百
科全书。

王宏伟拍鸟、懂鸟，更爱鸟，还是一
个保护生态的公益宣传员。凡是遇到
非法捕猎鸟类者，他都会勇敢地站出来
制止。对一些珍禽的造访，他更是及时
向政府提建议设立保护区，给这些鸟类
营造一个适宜生存的家园。

2015年 5月，一对天鹅在三门峡成
功产下 6只宝宝，他用相机记录下了白
天鹅一家落户三门峡的温馨画面，用图
片记载了野生大天鹅在黄河流域自然
繁殖出后代的罕见画面。

2017 年冬天，他在黄河湿地上游
灵宝段的麦田里拍摄天鹅时，意外地发
现了两只受伤的白天鹅，他和朋友立即
带着受伤的白天鹅驱车赶回市里，交给
了野生动物保护站紧急救治。

“王宏伟是我们三门峡拍鸟人的形
象代言人。三门峡正是有这样一大批
爱鸟护鸟的人，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鸟
类，成就了美丽的天鹅之城三门峡。”同
是拍鸟高手的田平泰老师说。

湿地是地球之肾，鸟类是生态环境
的晴雨表。如今，王宏伟拍摄的鸟类摄
影作品，长期在三门峡南站公益展出，
成为向南来北往的客人展示生态河南、
展示三门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
窗口。③4

本报讯 连日来，我省各地各有
关部门按照立行立改、边查边改的要
求，全面开展案件核查。7月9日，第
30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
交办案件结果公布。本批案件涉及
开封、洛阳、商丘、郑州、周口、巩义、
永城等地的74件举报案件。此次公
布结果具体到每个案件的反映情
况、调查核实情况、处理及整改情
况、问责情况等方面，具体情况已在

省政府网站（http://www.henan.
gov.cn/）、省环保厅网站（http://
www.hnep.gov.cn/）公布，也可扫
描二维码查看。③8 （本报记者）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

第30批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布

□本报记者 童浩麟 刘晓阳 沈剑奇

7月 5日，在开馆不久的开封党
员政治生活馆四楼红色记忆厅，一
张不起眼的黑白老照片吸引了不少
党员驻足观看。照片上是一幢明清
建筑风格的小阁楼，这座小阁楼就是
河南最早建立的党的领导机关——
中共豫陕区委旧址。在国共合作大
革命时期，我党早期著名领导人李
大钊、王若飞、萧楚女、李求实等都
曾在这里工作、活动过。

1925 年 5月，中共中央相继派
唐际盛、王若飞等到达开封，着手建
立地方党团组织。同年 9月，王若
飞出席中共中央第四届二次扩大会
议，汇报了河南工作情况，中央根据
河南、陕西的形势发展和革命斗争
需要，提出“应迅速建立一个强有力
的区委，整理各级党组织”。同年10
月中旬，王若飞主持召开会议，宣布
成立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简称
豫陕区委）。王若飞任书记，隶属中
共中央领导，同时接受中共北方区
委的指导。

中共豫陕区委除了领导河南、
陕西两省党组织外，还领导江苏、安

徽部分地区的党组织，下辖 3个地
委、7个特别支部、十多个支部，党员
200多人。

“起初，中共豫陕区委机关设在
郑州操场街，不久即迁往开封西大
街这幢小楼办公。从此，这里就成
为中国共产党在河南领导和发动大
革命运动的总指挥部。”开封市委党
史研究室的岑翠翠说。

1926年春，国民第二军失败，军
阀吴佩孚重据河南。同年4月，中共
中央在开封组建第二届豫陕区委，汪
泽楷任书记。同年8月，为适应革命
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
豫陕区委，分建中共豫区执行委员会
和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

在开封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共
豫陕区委党组织发展迅速，党员数量
在当时排全国第4位，为河南迎接大
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6年，中共豫陕区委旧址被
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8年，开封市西大街道路拓宽改
造，中共豫陕区委旧址处于拆迁范围
内，经征得省文物局同意，在离古迹
不远处的西大街东口与书店街北口
交叉处进行了移地复原。

“中共豫陕区委是我党早期的5
个地方区委之一，是中共首次在河南
建立的统管豫陕两省的党组织，虽然
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却是河南党史上
的一个重要篇章。”岑翠翠说。③8

中共豫陕区委:

河南最早建立的党的领导机关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刘宏冰 杨明

固始县在脱贫攻坚战中，坚持用
党建优势凝聚力量，建强一线党支部，
选派驻村第一书记，组建党员驻村帮
扶队，把党员干部资源最大限度向脱
贫攻坚一线倾斜，鲜红的党旗在固始
城乡脱贫前线高高飘扬。

支部“铁堡垒”

桥头村是固始县张老埠乡五个重
点贫困村之一，2016年年初精准识别
复核认定贫困户 57户，贫困人口 141
人。

精准扶贫开始后，村支书汪荣秀
同扶贫干部一起，挨家访贫问苦，逐户
精准施策。在上级支持下，落户各项
扶贫资金 370 余万元，新修道路、桥

梁、大塘、提水站等基础设施，移民搬
迁扶贫 56 户，发展莲藕种植和养殖
业，让贫困户户户有着落，人人有增
收。

群众都说：“桥头有个汪荣秀，带
出一个好支部。扶贫攻坚有办法，家
家户户都增收。”汪荣秀团结带领村支
部“一班人”倾心为民，屡获殊荣，被评
为“全国劳动模范”。

固始县高度重视发挥村级党组织
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结合村（社
区）“两委”换届，选优配强村党组织书
记 122 名，社区党组织书记 28名，调
整幅度在20%以上。

为了让基层党员干部全身心投入
扶贫工作，他们还将村（社区）党组织

书记工作报酬提高到每人每年23000
元，达到2016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 2倍标准。获得“全国文明村”荣誉
称号的，还由县财政按照标准为村“两
委”干部发放文明奖，极大地激励了基
层党员干部工作干劲。

驻村“急先锋”

王秀军是往流镇余棚村驻村第一
书记。从 2016年 1月驻村那天起，余
棚村部二楼拐角处那个房间的灯光，总
是最早亮起。乡亲们说，是他点亮了余
棚村800余位贫困群众心中的希望。

在他和村“两委”班子的努力下，
短短两年多时间，余棚村修通了 36.5
公里的村级水泥路，家家户户用上了

自来水，改造了全村电网，实现有线电
视、移动 4G网络全覆盖，淮河岸边小
村第一次有了文化广场和体育健身器
材。修了 15个垃圾屋，配了垃圾桶、
清运车、环卫工，脏乱差的余棚村焕发
出迷人的光彩。

环境变美了，腰包还得鼓。经过
科学调研，他们通过龙头企业和养殖
大户，带动贫困户种植花卉苗木，养殖
肉牛、固始鸡、淮南黑猪和波尔山羊等
增收致富。经过几年努力，余棚村已
有160余户600多人稳定脱贫。

王秀军只是该县选派的 278 名
驻村第一书记之一。此外，他们还选
派优秀党员干部组建驻村帮扶工作
队 146 个，近 9000 名机关事业单位

党员、干部分别结对帮扶贫困村的贫
困户。

今年 6月，为充实一线特别是非
贫困村的扶贫工作力量，又从县直单
位和乡镇选派 850名年轻机关干部，
实现 421 个非贫困村每村 2 人驻村
扶贫。

为确保他们安心驻村，全力攻坚，
县里为每位县派驻村第一书记拨付工
作经费 1万元，配备电动车、空调、热
水器等基本生活物资，定期组织健康
体检，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每队
另安排项目经费10万元。

淬火“大熔炉”

今年 4月，全省选派驻村第一书

记工作表彰推进会在郑州召开，胡保
全、翁玉海、盛义刚等 5名固始县优秀
第一书记受到表彰。

“如今，脱贫攻坚主战场正是党
员干部回炉淬火的‘大熔炉’。”固始
县委书记曲尚英坦言，急难险重任
务面前，最能体现党员干部的责任和
担当。

他们坚持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培养
选拔党员干部，去年以来调整重用一
线扶贫干部 100多人，建立了良好的
用人导向。此外，他们通过脱贫攻坚
督导考评，狠抓末位淘汰和执纪问责，
通过严格奖惩倒逼干部工作作风转
变。至今，该县已通报曝光扶贫领域
作风问题 14起 52人，诫勉谈话 7人，
纪律处分7人。

通过强组织、强干部、强保障，党
建引领作用在脱贫攻坚中得到有效发
挥，脱贫攻坚不仅成了检验党员干部
的试金石，更是当今密切干群关系的
坚实纽带。

脱 贫 前 线 党 旗 红
固始脱贫攻坚故事①

“儿子再次打电话回来报平安
了，他的身体有一些擦伤，水母蜇伤
的地方也在慢慢消肿，目前还在留院
观察，没有什么大碍，我现在就期盼
着他们早日平安回来。”张皓峰的妈
妈徐肃聊起泰国沉船事件，依然心有
余悸。对于媒体报道儿子在泰国救
人的事迹，她认为，这符合儿子的性
格，“他从小就很有爱心，当时的情况
下，我觉得别人也会这么做，他更会
这么做。”

好友邹元凯已经和张皓峰取得
了联系，他告诉记者，皓峰这几天就
会回国，他替皓峰谢谢大家的关心。
当记者问及张皓峰平时是什么性格
时，邹元凯不假思索地说，为人仗义、
大气、话少，但在别人需要帮忙的时
候，他都是第一个站出来。“他能在如
此危难的时刻，把生的机会让给女友

和别人，我在真心敬佩的同时并不感
到意外。”

“我们俩认识十几年了，他不仅
对家人、朋友特别好，对陌生人也很
好。”胡万祥是张皓峰的“发小”，他
告诉记者，几年前，皓峰在一所学校
附近开了个工作室，门口大路车多，
经常有小朋友跑到马路中间，他看
到后都会跑过去，把孩子抱到安全
的地方，助人为乐是他一贯的作
风。“这次，皓峰在海上漂了 12个小
时，能幸存，除了坚强的意志，还多
亏他热爱健身，喜欢游泳，良好的生
活习惯给了他强健的体魄。”胡万祥
感叹地说。

在东石工业（信阳）责任有限公
司，记者见到了张皓峰的领导蔡德
明。他说，小伙子在这里工作4个年
头了，既有责任心又有上进心，他负
责矿山开采的安全保障工作，从未出
过纰漏，是领导和同事一致认可的好
员工。“张皓峰话少，但为人厚道，是
个有担当的男子汉，相信这次他在泰
国沉船事件中的英勇行为，会给社会
带来更多正能量。”

“张皓峰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好孩
子，看到他在泰国救人的报道，我打
心眼里感到自豪。他给咱们信阳人、
河南人、中国人都争了光。”张皓峰的
初中老师阮华一脸欣慰。

危难之时方显男儿本色。为张
皓峰自豪的不只是信阳人。百度
搜索“张皓峰”三个字时竟出现相
关结果 48700 条。“救未婚妻为有
情，救陌生人为有义，有情有义”

“一个人值不值得托付，就看那一
秒”……太多太多的赞许都在传达
同一个信息——

张皓峰，真男儿，真英雄！③8

信阳救人小伙的男儿本色

争做 河南人

★永恒的印记
——党的奋斗足迹在河南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邹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