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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院士、专家齐聚老工业基地洛阳，通过“2018聚力产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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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等问题，记者专访了部分院士。③9

要闻│042018年8月31日 星期五
组版编辑 郭北晨 薛迎辉 美编 单莉伟

●● ●● ●●

□本报驻南阳记者 孟向东
本报驻濮阳记者 王映

8 月 28 日，记者从河南西南部的
南阳来到东北部的濮阳市南乐县黄河
故道采访。

据史料记载，暴虐的黄河曾经在明
代万历年间决口，从南乐一带北上入
海，直到清代道光年间才回到现在的河
道。黄河的夺路狂奔，除了给这里留下
满地黄沙以外，留在县志等史料上的都
是“大旱”“饥馑”等字眼。

这一印象在记者进入南乐后就被
打破：满眼的绿、浩淼的水，让人震
撼。如此的满目青翠、碧波荡漾出现
在南方甚至南阳并不奇怪，但如今却
出现在了黄河故道上的南乐，怎能不
让人惊诧呢？

细察之，南乐的好生态绝不仅仅
是随便种些树而已，而是在高规格、高
起点、高质量上打造的系统工程。

施工设计“高大上”：铁汉生态、东
方园林、亿利资源等都是业内顶尖的
专业施工企业。设计单位则是国内设
计方面的“大牛”——同济大学规划设
计院。该院根据南乐的地形地貌、民
风民俗，规划了“一河一环一城区”的
大格局。一河，即全长 17公里的马颊
河沿岸文化旅游产业经济带；一环，即
全长25公里的县城大外环绿化和水系
贯通工程；一城区，即坚持改造提升老
城区，规划建设新城区。就连城南的
一个废弃的砖窑厂，也被巧夺天工地
改造成了湿地公园，一座已经倒塌的
烟囱，则被特意保留下来，成了变废为
宝的活见证。

徜徉在南乐县城四周，昔日腥臭
扑鼻的马颊河清澈见底，宽阔的河面
上不时有水鸟啾啾掠过。城关镇居民
杨丹说：“每天来这里散步，呼吸着甜
丝丝的空气，觉得和大城市人的生活
没啥差别。”

环绕县城的东湖、南湖、昌邑湖、
平邑湖和乐西湖五湖，湖湖相连，湖岸
风景高低错落、曼妙多姿。其中乐西
湖已“贵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在这
里还举办了好几届龙舟赛。占地3400
亩、以 5A级景区为标准着力打造的森
林公园，即将成为南乐的生态明珠。

不仅仅是县城周围这个“面子”，

南乐把整个黄河故道这个“里子”也打
扮得花枝招展。县里既有整体要求，
又让各地因地制宜，整个黄河故道既
花团锦簇，又桃红柳绿，各有妙处。

将绿化规划与乡村振兴相结合，
使得果香小镇王洪店、杏花特色小镇
乔崇疃、休闲小镇睢庄等 29个生态示
范村脱颖而出，房前屋后果树成林、村
庄周围森林环抱已经屡见不鲜。谷金
楼苹果、西邵红杏、近德固晚秋黄梨等
成为地理标志产品。

西邵乡红杏种植户李国玺说，杏
花盛开时，杏树林里坐满前来踏青赏
花的城市游客，人最多时要摆 20多桌

农家饭；红杏满枝头时，采摘鲜杏的游
客络绎不绝，让他腰包鼓胀。他说，以
前村子周围都是大沙丘，最高的超过
房顶，一刮风眼都睁不开，下地干活回
来案板上一层土。现在绿植沙退，村
里小一点的孩子根本就不知道，家乡
曾经“沙岗连成线、风吹一大片”。

好生态带来的不仅仅是好风光，
还有好环境，好效益。2017年，南乐县
空气优良天数 252 天，超过市定目标
52天，在濮阳市属各县中名列前茅，各
项社会发展指标也在濮阳处于领先地
位。绿色环城碧波绕，南乐县城建成
面积从 9 平方公里拓展到 30 平方公
里，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新南乐呼
之欲出。③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已经贯穿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

但如何贯彻则各有特点。像南阳市的

西峡、内乡、南召、桐柏、方城等都是天

然资源宝库，重在保护、利用。而地处

黄河故道上的南乐则“无中生有”、独辟

蹊径。没有碧水，就用南水北调置换的

水，用污水处理厂的中水做景观水，达

成了五湖映城、四水绕城的效果；地处

平原没有青山，那起伏的小沙丘不也是

山吗？培土植树便是景；疏浚河道挖出

的淤泥不再外运造成二次污染，在岸边

设计成假山，经过美化、绿化，“山”不在

高，有绿则美。正是创造性地贯彻生态

文明理念，南乐才在昔日风沙弥漫的黄

河故道上，营造出了一片醉人的绿，一

方怡人的景。③4

□本报记者 李宗宽 田宜龙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
副院长干勇是我国冶金
材料领域的知名专家，
2001 年当选为中国工
程院院士，去年出任国家
新材料产业发展专家咨询
委员会主任。8 月 30 日，干
勇院士接受了记者采访。

谈及高端材料产业，干勇认为，
一方面，我国目前高端新材料产业化
核心技术正在进入重点突破的新阶
段，新型材料不断涌现、产业化空间
巨大。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业整体
实力仍不够，特别是集成电路方面
受到了关键材料等的限制，与国外
差距较大。

“要以实现器件结构创新和工艺
创新为目标，为产业技术升级、未来
大生产线建设提供人才、技术支撑和
知识产权保护，以支持国产高端芯片
在国内制造企业实现生产。”干勇建

议说。
河南是干勇非常关注

的地方，来河南参加院士
行活动，他已是第二次
了。两年前，他曾受邀
参加“聚焦中原”院士专
家座谈会活动，积极为河

南发展建言献策。
“河南省在产业布局上有

自己的优势：智能终端、高端设备、
冷链和食品以及智能装备等，这些产
业在工业转型升级中进步很快。但受
制于材料、生产工艺等，真正在国内叫
得响的高端装备产品仍不是太多，可
以说发展潜力巨大。”干勇指出。

他认为，一个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集群的建立，离不开一个完善的平台
经济体。他建议政府牵头搭建大数
据平台、网络平台，龙头企业牵头整
合周围的设计、材料、制造等企业，通
过统筹利用好看得见和看不见的

“手”，凝聚起发展合力，避免无序低
效竞争。③9

□本报记者 李宗宽 田宜龙

中国工程院院士、大
连理工大学校长郭东明
教授，是我国机械制造
及自动化方面的知名专
家。他是我省温县人，8
月 29日，郭东明受邀来洛
阳参加“2018聚力产业创新
院士洛阳行”活动，回到家乡，让他
倍感亲切。

郭东明院士认为，“洛阳制造”在
河南甚至全国都拥有重要的地位。
目前，洛阳正处在新旧动能加速转换
期，也是先进技术植入的最佳“窗口
期”。洛阳要在中原城市群乃至全国
创新版图中确立更重要的位置，一定
要把创新和人才放在更加重要位置。

“洛阳工业基础较好，在规划定
位现代产业体系过程中，要根据自身
的优势和特色，盯住高端装备制造，

特别是能代表未来发展方向
的高端装备制造特殊领域
等，在产业创新中进一步
聚焦亮点，赢得更多发
展机遇。”郭东明说。

郭东明主张，要想
尽办法吸引国内外具有

高新技术的优势单位来洛
建立相应的研究院，并和本

地现有产业结合，以此来提升产业
创新水平。同时，要充分利用资金和
政策因素大力支持本地高校、研发机
构发展，在科技成果转化上下大功
夫，让科研成果更好地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

在人才引进方面，郭东明建议洛
阳抢抓人才落地的先机。要针对面
向未来的产业，可以“不求所有、但求
所用”，建立产业创新基地。人才来
了，机会就多了，相应的项目、投资就
会跟着进来。③6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王雪娜

“我们研究中心和
河南企业开展合作已经
很长时间了，目前在洛
阳、焦作、安阳等地都有
项目。”8月 30 日，中国工
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教
授、轻合金精密成型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主任丁文江说。

今年 65 岁的丁文江院士，长期
从事先进镁合金材料及其精密成形
研究，是我国轻合金研究领域的资深
专家。

“随着‘传统动能+新动能’双轮
驱动战略全面展开，洛阳乃至河南都
面临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期。”丁文
江说，转型升级对传统产业来说意味
着一次“脱胎换骨”。调整产业结构，

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河
南在中部崛起中具有重要
的地位。

丁文江说，在行业
升级换代、创新驱动上，
洛阳要集中更多创新资
源，建立以核心技术为支

撑的产业集群，以产品创
新为集群的平台。同时，要

以好的思路、政策为依托，加快科
研成果转化，更重要的是落地要快、
执行要快、工作要细。

“河南的发展环境很好，下一步
我们准备加大跟河南的合作力度。”
丁文江表示，河南在交通、资源和高
端装备制造等方面优势明显，对于未
来产业发展，胆子可以再大一点，步
子可以再大一些，加大对新材料、新
能源等产业的支持力度，真正产生集
聚效应，实现产业大发展。③9

黄河故道处 绿意入眼来
——“出彩河南干中来”驻地记者交流采访系列报道⑧

记者手记

六次全会精神在基层六次全会精神在基层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干勇：

建立平台经济体 助力产业集群发展

专家院士为我省创新发展“把脉开方”

中国工程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校长郭东明：

把创新和人才放在更加重要位置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丁文江：

发挥创新优势 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

□本报记者 孙欣
本报通讯员 刘效金 李帅

孩子放学早，家长下班晚，把孩子
送进托管班成了不少家长的选择。可
是，校外托管班参差不齐，家长也很难
放心。校外托管，谁来牵头管理？

这一问题在鹤壁市淇滨区得到了
很好解决。2018年新学期的第一天，
该区中小学校的学生家长都收到了一
份特殊的协议书——淇滨区文教体局
印发的淇滨区校外托管机构委托监护
安全协议书。

协议书背后有怎样的故事？这要
从淇滨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猥亵儿童
案说起。

检察官巧破“零口供”案件

刘某和丈夫因工作繁忙，中午无
暇顾及孩子，就将 10 岁的女儿芳芳
（化名）送入某午托部托管。2017年 4
月 17日中午，刘某突然接到了芳芳打
来的电话，芳芳边哭边说：“老师孙某

摸我的屁股了，其他两位同学也被摸
过。”刘某又急又怒，马上找到另外两
个女孩的家长，一同到公安机关报警。

孙某很快被公安机关抓获，经侦
查，孙某利用经营午托部的便利，多次
对两名女学生实施猥亵，并在 4月 17
日案发当日以买糖为诱饵将芳芳诱骗
至车内，对芳芳实施猥亵行为。

2017年 6月 22日，该案移送至鹤
壁市淇滨区检察院审查起诉，面对未
检检察官的讯问，孙某对公安机关指
控的犯罪矢口否认，辩称当天自己只
是单纯为芳芳买糖吃，因为天气炎热，
便让芳芳坐进自己的车里吃糖，自己
坐在前排副驾驶，芳芳坐在后排，根本
不存在猥亵行为。

孙某拒不认罪，3名被害女孩年龄
较小、表达能力有限。面对这样一起

“零口供”案件，如何在保护被害人隐
私的前提下证实犯罪、准确认定案件
事实，成为摆在检察官面前的一道难
题。该院检察长张军带头参与办案，
与未检检察官一起对案件分析研判，
通过深入分析案情，决定从外围证据
入手。一方面，调取了孙某诱骗芳芳
上车时的监控，发现孙某与芳芳均从
左后门上车，这一细节与孙某坚称自
己坐在副驾驶的辩解相矛盾，与被害
人芳芳的陈述一致。另一方面，联系
医院对另外两名女孩的身体进行了检
查，检查结果证实两名女孩的下体均
存在轻微损伤。

庭审中，面对公诉人出示的有力
证据，孙某终于承认了犯罪事实。最
终，孙某因犯猥亵儿童罪，被法院从重
判处有期徒刑5年。

案件发生后，3 名受害女孩不同
程度地出现了自卑、自闭等心理障
碍。为了治愈孩子们的心理创伤，办
案检察官多次安排心理咨询师对她
们进行了专业的心理疏导，3 名孩子
慢慢地走出心理阴影，重新健康地回
归校园。

检察建议给托管机构戴上
“紧箍咒”

案件尘埃落定，可案件折射出的
问题让淇滨区检察院的未检检察官
们无法释然：校外托管机构侵害儿童
事件为何屡屡发生？类似的问题及
安全隐患是否仍然存在？带着疑问，
检察官对辖区内的午托部进行了实
地走访调研，发现校外午托机构“遍
地开花”，普遍存在无证经营的问题，

更令人担忧的是，午托机构缺少准入
门槛，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存在一定
的安全隐患。

“托管”乱象，该如何整治？该院
向淇滨区文教体局发出检察建议，建
议该局联合工商、消防等部门共同对
非法托管机构进行排查整治。经过工
商、消防等部门一个多月的拉网式联
合排查，共发现了 14 家非法托管机
构，全部依法予以取缔。

为进一步规范校外托管机构的规
范运营，结合检察建议，淇滨区文教体
局统一制定印发了淇滨区校外托管机
构委托监护安全协议书：如果家长接
受校外托管机构服务，双方应签订委
托监护安全协议书，协议书明确了委
托期限、收费标准、双方权利义务以及
违约责任等。

在办案过程中，该院还发现部分
中小学校、托管机构、幼儿园存在“黑
校车”危险驾驶、餐食不卫生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该院积极延伸办案职
能，再次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淇滨区文
教体局联合交通、食药监等部门有针
对性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治工
作，促使辖区内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及
托管机构全面展开了安全隐患大排查
行动，有效清除安全隐患。

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
该院通过加大办案力度、延伸检察职
能，有效规范了校外托管机构的运营
行为，为辖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
了良好的法治环境，获得社会各界的
一致好评。“淇滨区检察院努力延伸
检察职能，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有效
净化了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为他们
的工作点赞。”全国人大代表、河南仕
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吴远大说。

河南检察好故事

检察监督“亮剑”托管乱象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在河南省西华县烈士陵园，一座

刻有“李子纯烈士永垂不朽”的石碑静
静矗立，时光流转，石碑背面记述烈士
事迹的文字已斑驳不清，不觉间，英雄
已经故去85年。

李子纯，1900 年 4月出生于河南
省西华县杨树李村，先后就读于西华
师范学校和开封东岳高中。他聪颖好
学，擅长演讲，热爱阅读历代名著。中
华民族勤劳勇敢、精忠爱国、不屈不挠
的精神影响着求学的李子纯，他逐渐
成长为一名爱国进步青年。

1926年春，李子纯接受党组织委
派，返回西华，创办西华师范青年讲习
所和妇女训练班。他以讲习所所长的
身份秘密对青年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思
想教育，在西华播下革命火种。

1927 年 3 月至 6 月，李子纯受党
组织派遣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学习。在讲习所里，毛泽东、恽代英、

彭湃、方志敏、夏明翰等系统讲授的
《共产党宣言》《农民问题》《湖南农民
运动考察报告》等课程，给李子纯极大
影响，使他政治上更加成熟，并在学习
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 年 3月，李子纯受中共豫南
特委派遣，进入西北军吉鸿昌所部第
十一师做军运工作，担任政训处上校
秘书。他领导和整顿了部队中党的秘
密组织，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帮助吉
鸿昌创办进步刊物《铁军》杂志，编写
士兵课本，教育和团结中下级官兵，对
推动吉鸿昌逐渐倾向联共反蒋起了重
要作用。同时，他还为党提供军事情
报，组织向苏区运送给养和枪支弹药，

帮助伤病被俘的红军指战员。
1932年初，吉鸿昌从欧美考察回

国，秘密策动旧部进行抗日讨蒋起
义。此时，李子纯任十一师改编后的
三十军军部中校秘书兼八十八旅副旅
长，随后任三十军秘书长。得知吉鸿
昌要率部起义，李子纯积极策应，在部
队发展地下组织，培训起义骨干。不
久，由于消息被国民党特务侦知，起义
失败。李子纯果断组织部队中的共产
党员和进步分子迅速隐蔽疏散，自己
则继续坚持秘密工作。

1933年夏，由于叛徒出卖，李子纯
身份暴露，不幸被捕。国民党特务以
高官厚禄诱降，用严刑拷打逼问，李子

纯均视死如归，表现出崇高的革命气
节：“我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为全
人类谋生存的。要口供没有，要命有
一条！”被捕 4天后，在湖北黄陂县（现
武汉黄陂区）宋埠南门外的河滩上，李
子纯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
号，英勇就义，年仅33岁。

李子纯的孙子李九星现在仍旧居
住在杨树李村，他拿出家中珍藏的烈
士遗像给记者看。参加革命时的李子
纯身着呢子大衣，目光深沉，英气逼
人。65岁的李九星轻拂照片：“爷爷干
革命回到村里，村里人都说这是掉脑
袋的事。爷爷说既然干革命，躺在柏
木棺和躺在荒山沟一样。”

如今的杨树李村已和周边另外 8
个自然村合并为岳庄村，多数村民已搬
入新建的岳庄社区，新居小楼林立，绿
树成荫，村里的老人袁改正说：“日子美
得很！”（据新华社郑州8月30日电）

党的优秀地下工作者李子纯：

为大多数人谋幸福

(上接第一版）实践中，大户往往以经济
效益为先，不断地卖树苗，多年过后，还
是不见树，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生态效果。

西平创新机制，提出用自己的钱，在
自己的地盘上栽自己的树。该县成立国
有控股的林业投资开发公司，完成土地
流转后与专业绿化公司合作运营，保证
造林用壮苗，专业人干专业事。

值得一提的是，西平县农田林网中，
林带与老百姓的庄稼地普遍都有一沟之
隔，避免农机作业殃及树木。

走访了宋集镇、人和乡、重渠乡、盆尧
镇等四个乡镇，记者看到，林下一般都种
植红薯、花生、蒲公英等作物。“这是我们
的又一个探索，把林下空闲地反租给一些

种植大户，既加强了管护，降低政府的流
转成本，还增加了农民的务工机会。”

“林下种低秆作物对树苗是一种‘正
能量’。”夏丰昌解释，对作物施肥、浇水，
实质上对树也是一种管理。多种作物共
生，生态系统也更健康，“如果啥也不种，
疯长的杂草会把树缠死。”

三分造，七分管。西平在养护上下
足功夫，壮大森林公安队伍，在全省率先
恢复建立乡镇林管站，成立了 400多人
的专职护林员队伍，全覆盖的管护网络
已然形成。

“重生态、有办法，不偷懒、不投机，
西平县造林面积大、效果好，值得各地学
习。”核查组成员评价道。③6

(上接第一版）
“大沙河生态治理及水源提升

工程本身就是一个保护、改善、提
升生态环境的生态工程。”市林业
局随即向该工程主管单位——市
水利局发出公函:建议高度重视此
事，指导施工单位采取有效措施，
做好鹭鸟繁殖地保护工作……

“为保护鹭鸟繁殖，搬迁工程
暂停，待鹭鸟繁殖期结束之后再开
工。”分包该工程的焦作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胡小平要求道。

于是，在这片“特区”内，陆续
孵化出的鹭鸟啼鸣代替了机器轰
鸣。直到 8月下旬，随着鹭鸟幼鸟

逐步离巢，工程才重新开工。
来年，这群远道而来的鹭鸟还

能在大沙河畔筑巢繁殖吗？
“随着主河槽继续外延，大沙

河沿线浅滩将大量增多，更适合水
鸟生存。”焦作市水利局副局长胡
卫军说。

从林业部门也传来好消息：大
沙河迎宾路两侧即将开展的大规
模绿化工程中，专门规划了占地50
亩至 100 亩的适合鹭鸟栖息的林
地。

可以想见，未来在改造一新的
大沙河上，一群群鹭鸟飞翔的画面
或将“天天见”。③9

西平造林成活率为何这么高 焦作百亿元工程为何要暂停

南乐县马颊河沿岸景色怡人。⑨6 刘玉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