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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学子深圳畅言拼搏梦想

立志莲花山 出彩中原郎
争做 河南人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汨罗江穿过湖南省岳阳市平江
县三阳乡。江畔坐落着一处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毛简青烈士故
居。炎炎夏日，每天都有游客前来瞻
仰。

毛简青，1891年 11月生于湖南
平江县浊水金窝（今三阳乡大西村）
一个富绅家庭。1922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他长期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
作，与毛泽东、何叔衡等建立了深厚
友谊。

1924年，毛简青被党组织选派到
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1925年到广
西梧州领导开展党的工作，同年底建
立了广西最早的一个党支部——梧州
支部。1926年春兼任黄埔军校第一
（南宁）分校政治教官，同时担任新成
立的中共梧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宣传委
员，领导梧州地区的工农和学生运动，
发展党的组织，培养革命人才。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毛简青被中共湖南省委派回平江领
导当地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工
农武装。马日事变后，担任中共湖南
省委候补委员兼平江县委书记，领导
组建“平江工农义勇军”，攻打平江县

城，建立革命政权。后来“平江工农
义勇军”参加了秋收起义，并在毛泽
东指挥下进军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
地。

1928年 6月，毛简青作为湖南代
表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党的第六次
全国代表大会，担任湖南代表团书
记，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委员、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并任大会政治、
组织、农民土地问题等七个委员会委
员，参与大会领导，为开好党的六大
做了积极有益的工作。随后，又参加
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1931 年，毛简青被派到湘鄂西
革命根据地，负责主编中共湘鄂西省
委机关报《红旗日报》。在艰苦的斗
争环境中，他长期坚持带病工作，
1932年不幸病逝，时年 41岁。曾与
他一起工作过的谢觉哉这样评价他：

“爽朗、诚恳、耐艰苦，对革命坚定。
这样一直到他的死。”

1991 年，毛简青的墓冢从湖北
洪湖迁回平江，平江县人民政府为其
立碑：“先烈精神千秋在，英灵浩气万
古存”。

（据新华社长沙8月16日电）

本报讯（记者 刘晓阳）改革开放
40年，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河南和深
圳青年的共同点，“00后”会怎么看？

“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点是‘拼
搏’。”8 月 16 日，在睢县高中的校园
里，18岁的蔡娇洋和一群学弟学妹分
享了在深圳的见闻和感悟。

一周前，蔡娇洋和其他 37名河南
学子到深圳参观学习。“我们从全省各
地选拔优秀学生并组织‘中原骄子·改
革行’活动，就是让他们领略改革开放
40年的发展历程，体会实干精神和进
取意识。”共青团河南省委统战国际部
部长韩冰说。

第一次走出河南，第一次走进改
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发展的每一

步足迹，都让这群“00后”深受启迪。
站在莲花山顶，38名河南学子齐

声高唱《歌唱祖国》，共立报国之志。
在腾讯新总部大楼，能和人对话

的智能机器人，融入物联网技术、能提
前预约楼层的电梯系统，让河南学子
们对未来科技充满好奇。

“大学期间，我将重点学习通信技
术和通信系统等知识，争取早日破解
芯片研发等科技创新方面的卡脖子难
题。”考上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蔡娇

洋说起自己的理想，拼劲十足。
与有几千年历史的河南相比，拥有

40年改革开放史的深圳，用占地5万多
平方米的 3个博物馆来展示城市的历
史和文化，这让马上要到天津大学人文
科学实验班学习的薛荷玉感到震撼。

“讲好河南的精彩故事，也是我们
年轻人的责任。在大学期间我要努力
学习，把河南的历史和文化传播得更
广更远。”薛荷玉说。

在深圳，和河南人有关的创业故

事让河南学子兴致浓厚。
1992年，周口青年许家印独闯深

圳，白手起家办公司，不仅创出一片天
地，还反哺家乡，业务遍布河南各地。

“许家印的故事，也是出彩的故
事。”毕业于安阳一中的王淇今年顺利
考上北京大学，“新时代青年，要出彩，
就要传承实干精神和进取意识，把个
人成长融入家乡发展中去。”

来到深圳城，登上莲花山，河南学
子的感触不止眼前。“改革开放 40年，
我们只经历了最近的十来年。”来自禹
州的苏晨阳感慨，“未来的 40年，我们
也要做深化改革舞台上的主角。人生
的拼搏才刚开始，出彩的篇章还在后
面。”③8

本报讯 9月 7日至10日，以“科技
驱动，健康生活”为主题的 2018 秋季
大河国际车展，将在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8万平方米的展场，近 70个
品牌，近千款参展车型……经历了 14
年，已成功举办27次的大河国际车展，
越来越火。

阵容强大
千款热门车型一展搞定

大河国际车展创办于 2005年，每
年春、秋两季举行，14 年来已举办了
27次车展。

本次车展阵容强大，截至目前，一
汽—大众、上汽大众、凯迪拉克、梅赛
德斯—奔驰、林肯、宝马、奥迪、兰博基
尼、玛莎拉蒂等近 70个品牌已确定参
展，更多品牌还在入驻中，将有近千款
的车型参展。

不但参展品牌齐全，展览规格也
在持续提升，别克、雪佛兰、北京现
代、一汽—大众、梅赛德斯—奔驰都将
以 800平方米以上的超大展区规模参
展。

新能源汽车也是这次车展的亮
点，风头正劲的广汽新能源和北汽新
能源汽车将亮相车展，作为长城旗下
的欧拉电动车将以特装展具展示，备
受关注的威马汽车也将首次在河南车
展上亮相。

销量巨大
买家卖家得实惠

大河国际车展一直以“能卖车”而
名声在外，尤其是最近几年的车展，单
次销量屡破2万台。

“错过大河国际车展，就错过了一
年中的车价低谷。”这已是河南消费者

的共识。不少消费者发现，如果在秋
季大河国际车展上犹豫不决，到了年
底，不但不会有优惠，而且价格可能回
涨几千上万元。因此，在大河国际车
展上能得到真正的实惠。

对于厂商来说，大河国际车展，尤
其是秋季车展，是他们完成全年任务
的最关键时间点，汽车厂家往往会推
出大力度优惠，因为大河国际车展确
实能够多卖车。

可以说，正因为消费者得到了真
正的实惠，厂商有了巨大的销量，获得
了超多的潜在用户，才会有大河国际
车展不断攀升的人气、扩大的规模、提
升的影响力。

快速迭代
引领河南汽车消费热潮

作为中部地区影响力超强的车

展，大河国际车展始终保持着快速
迭代的能力，引领着河南汽车消费的
热潮。

大河国际车展率先推出 5000 元
购车补贴，每年都有几十位购车者获
得这份意外惊喜。本次车展上，组委
会将再次拿出 24万元补贴购车者，针
对教师还有专属的购车抽奖活动。

本次车展引入新能源乘用车和物
流车。人工智能、互联化、智能交互等
概念贯穿所有展台，MG 插电式混动
eMG6、荣威全新上市 eRX5、威马汽
车等新能源车型将悉数登场，多家车
企将在展会发布智能互联等最前沿、
最高端的汽车科技成果。

首届郑州（国际）未来生活节也将
同期举行，此外还有创意墙集赞比赛、
城市坐标定向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将本次大河国际车展装点成汽车嘉年
华。③6 （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8 月 16
日，中部六省最大的家居城华丰产
业新城·富士家居在郑州开业，其投
入使用开启了郑州东部新的商圈，
将进一步加快郑州商贸物流产业的
发展。

据了解，富士家居是华丰产业新
城首个投入使用的项目，华丰产业新
城位于郑州国际物流园区——省政府
确定的首批174个产业集聚区中唯一

以国际物流为产业导向的集聚区。
郑州国际物流园区是河南省及

郑州市物流产业发展规划中以国际
物流和区域分拨为主要业务的高端
物流核心区，将着力打造千亿智慧物
流产业集群、千亿汽车及装备制造产
业“双千亿”产业高地。随着一批批
商贸物流项目在这里落地，郑州奔向
现代国际物流中心的步伐也更加铿
锵有力。③5

本报讯（记者 栾姗）8 月 16日，
省发改委、省统计局、省物流与采购
联合会共同发布《河南省 2018 年上
半年物流运行情况通报》，今年上半
年，我省每百元社会物流总额花费的
社会物流总费用为5.56元，比上年同
期下降 11.7%，即每百元物流费用降
低0.65元。

2017 年 6 月，我省将现代物流
业作为转型发展的主导产业之一，
以发展多式联运为着力点，加快打
通“铁公水”之间关键节点“梗阻”。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社会物流成本
持续下降。今年上半年，我省社会
物流总费用 3447.9亿元，增长 8.9%，
增速同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低于全
国 0.1 个百分点；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 15.5%，同比下降 0.6
个百分点。

社会物流成本持续下降的背
后，是社会物流效益持续提升。航
空物流方面，上半年郑州机场货邮
吞吐量 23.30万吨，同比增长 12.3%，

增速居全国大型机场第 2位；累计完
成运输飞行 10.2 万架次，增速居全
国主要机场第 1位。跨境电商物流
方面，上半年郑州海关共监管跨境
电商进出口清单 4560 万票，同比增
长 18.7%；进出口商品总值 60.5 亿
元，同比增长 20.7%。快递物流方
面，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
成 6.35亿件，同比增长 32.63%；业务
收入累计完成 67.69 亿元，同比增长
29.24%。③5

大河国际车展越来越火
9月再摆车坛盛宴

8月 15日，淮
滨县谷堆乡沙湾
村永吉铅笔板有
限公司的工人们
正 在 晾 晒 板 材。
该公司是当地引
进的带贫企业，主
要从事铅笔板加工
与销售，带动了当
地 50 多名贫困户
脱贫增收。⑨3
朱丝语 摄

我省多式联运建设上半年初显成效——

每百元物流费用降低0.65元

中部最大家居城在郑州投用
将进一步加快郑州商贸物流产业发展

毛简青

“对革命坚定，这样一直到他的死”

同比下降 0.6个百分点

社会物流总费用
与GDP的
比率为

15.5%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
本报通讯员 赵丽 李晓光

“党的扶贫政策改变了俺家的生
活条件，供电公司驻村第一书记的关
心让俺对生活有了盼头。”8月 15日，
在温县岳村街道办工茂街贫困户刘文
香家中，她谈起现在的生活，心里暖暖
的，“书记虽然不在俺社区驻村了，但
他和俺们这些贫困户的亲情可没有
断，隔三差五还会来家里看看。”

扶贫扶到根上，扶到点上，扶到群
众心坎上。两年来，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加快农村电网建设，让广大农民过
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国网焦作供
电公司发挥资源、技术、管理、服务优
势，制定实施村村通动力电工程、基础
电费返还政策、“国网阳光扶贫行动”
计划等，努力为脱贫攻坚提供稳定可
靠的电力支撑，助力定点扶贫县人口
全面脱贫。

电网改造 精准发力

今年，中央1号文提出“乡村振兴，
摆脱贫困是前提”，要求“加快农村电网
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
档升级”。省委、省政府将农网升级与交
通扶贫、饮水安全、环境整治作为全省打
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四大

工程”。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电网助推
脱贫工作，将其列入“焦作市十大民生实
事工程”，并列为重点工作进行管控。

为全面加强领导，焦作供电公司
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脱贫攻坚
领导小组，针对焦作 190个贫困村、43
个深度贫困村，精准排查贫困村电网
改造信息，及时研究解决方案实施中
遇到的重大问题，保证资金和资源投
入。“要切实把贫困群众装在心中，以
增强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为目标，把群
众是否满意当成衡量脱贫工作好坏的
标准。”该公司总经理李大鹏说。

孟州市槐树乡汤庙村是个常住人
口 855人的贫困村。针对该村用电实
际情况，该公司为汤庙村“量身定制”
了一套改造方案：新建配电台区两个，
增容 400 千伏安，新建 10 千伏线路
520米，400伏线路3600米。

从崭新的配电柜、错落有致的供
电线路、整齐划一的电杆，到家门口墙
头透明的表箱、白色的管线，改变的不
只村容村貌，还有用电带来的生活品

质的提升。临近晌午，走进村民赵立
敏家中。厨房里，女主人正在用电磁
炉做饭，客厅内，一台柜式空调正在运
行。“这是托了农网改造福。过去每到
中午，连电扇都转不起来，更别说用空
调了。现在好了，电压很足，俺家一下
子安装了4台空调。”赵立敏一脸兴奋。

项目投放 精准施策

电网企业如何才能揪出贫困农村
的“穷根”，出实招，见实效？该公司结
合自身优势，按照省市县三级脱贫工
作安排，挑选8名党性强、作风正、能吃
苦、肯奉献的优秀干部派驻贫困村担
任第一书记。

温县供电公司员工陈睿是温县黄
河街道下石井村驻村第一书记，在陈睿
驻村的第二天，他便带领工作队成员开
始逐户走访村内 375户群众。当了解
到村内用电紧张的情况下后，陈睿和村
干部及时统计线径细、线路老化问题，
并结合村内供电现状，列出整改计划上
报公司领导及相关责任部门。通过积

极努力申报，下石井电网改造列入了
“小康电示范县”项目建设。2018年，
下石井村投资70.8万元的电网工程顺
利实施，全村用电有了坚强保障。

6月13日，焦作本地气温达到了摄
氏39度。博爱县太子庄村，20多名施
工人员冒着高温，正有条不紊地放线、
上杆、固定……他们身上的工作服湿了
干，干了湿。为了赶在“6·30”前完成脱
贫攻坚改造任务，他们每天4点多天刚
蒙蒙亮就开工，晚上9点天黑才收工。

“我们的施工人员太辛苦了。”博爱
县供电公司配网管理中心主任吕玮斌激
动地打开手机，展示了在其他施工现场
拍摄的动人场面：3名施工人员站在齐
腰深的水里，吃力地拉着导线向前行进。

农网建设一直是脱贫致富奔小康
的重要抓手。多年来，该公司合理统
筹城乡电网发展，加大贫困地区电网
投资力度。2015年至2017年，共完成
5285 眼农田机井通电、226个中心村
和 190 个贫困村电网改造，在全省率
先完成“农网改造两年攻坚”任务。累

计解决存量低电压用户 3.8万户，智能
电表覆盖率达到100%，县域居民户均
配变容量2.35千伏安，位列全省第一，
其中贫困村户均配变容量达到 2.6 千
伏安，全面超过国家关于贫困村的电
力脱贫标准。

2017 年 8月，焦作市委书记王小
平作出批示，对该公司全力推进民生
工程建设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要求
全市各级各部门学习借鉴该公司的经
验做法；9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第 41 期《河南政务督查》以《落实责
任，主动担当，高效推进农村电网改造
工程》为题，印发了该公司加快推进新
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工程的做法。

助民为民 精准扶贫

“国家电网改得好，农民实惠真不
少。电压足，出水大，老天再旱都不
怕……”这一段来自武陟县木栾街道
办事处后牛村村民冯文军自编自写的
快板书，在村中广为流传。

电网改造前，冯文军种的 2.5亩提

子树经常是浇一次水等上十来天才能
再浇一次水，有时候果子还没结出来
树就旱死了。4月 22日下午，记者来
到提子园时，冯文军正在给提子树施
肥。虽然武陟已有大半个月未有明显
降水，园子里的土地也已经干旱缺水，
但苗木长势很旺。“这要是以前，肯定
又要为春季能不能给果树浇水闹腾。
现在用电太方便了，刷下卡电就通到
了井台，想啥时候浇就能啥时候浇，连
电工都不用麻烦了。”冯文军笑眯眯地
说，用电没了后顾之忧，他把提子的种
植规模又扩大了一倍。

从普遍服务到精准扶贫，从基础
扶贫到产业扶贫。这几年，该公司相
继发展了博爱县西张茹村桃树种植、
修武县金岭坡村民宿文化旅游等 8个
村的扶贫产业项目，创造集体经济收
入近 100 万元。平均每年为全市“低
保”“五保”人口减免电量 880 万千瓦
时，返还电费490万元。

民生所指，国运所系。当前，脱贫
攻坚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城拔寨的
冲刺阶段，国网焦作供电公司将继续
把电网扶贫的使命和责任扛在肩上，
把实现群众美好生活的愿景放在心
中，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扶 到 群 众 心 坎 上
——国网焦作供电公司扶贫工作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