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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俩
在平顶山勇救落水女童

地方传真

本报讯（通讯员 杨亚菲）假借资质、围标串标、暗
箱操作、业绩造假……今年以来，针对部分企业的违
法违规行为，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已将1256家失信企
业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这是在9月 6日上午
召开的许昌市“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推进会暨执行
联席会议上获悉的。

自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用两到三年时间基
本解决执行难”以来，许昌市两级法院积极开展各项
执行工作，共受理执行案件 4.4876万件，目前已结案
4.1512万件，结案率达 92.5%，执行到位金额达 67.31
亿元。

为全力配合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推动诚信社会
建设，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按照《许昌市公共资源交
易当事人不良行为管理暂行办法》，全面建立失信主
体联合惩戒体系，认真贯彻落实联合惩戒的各项措
施，不断出台惩戒意见，探索惩戒办法，加快信息互联
互通，依法公开失信信息。今年以来，该中心共将全
市各地法院转发的 1256家失信被执行企业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黑名单”，并按照联合惩戒的相关要求，对

“黑名单”内所有企业采取限制参与招投标和政府采
购活动的惩戒措施。7

尽管许昌入围中国民企 500强数量超
过全省的 1/4，成为入围企业最多的省辖
市，但是许昌人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跳出
许昌看许昌”，对标沿海和先进地区，查找思
想观念、发展质量、产业层次、人才结构等方
面的差距，持续发力补短板。

许昌市出台了企业家队伍培养“十百
千”行动计划、大企业集团培育计划，要在

“十三五”期间培养出 10 名以上杰出企业
家、100名以上优秀企业家、1000名以上成
长型企业家。每年市财政拿出2000万元用
于企业培训“充电”，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拥
有“大家风度”，具备全球视野。

“前有标兵，后有追兵，我们怎么办？”许
昌在全市企业家中开展思想解放大讨论，于
纵横比较中，激发民营企业家“爱拼才会赢”

的进取之心。全市民营企业家倍感振奋，发
展信心更足了，干劲儿更大了——

森源集团瞄准新能源汽车等高端产业，
谋求到2020年营业收入达到1000亿元；众
品食业加快线上线下跨界融合，建设全国最
大的第三方冷链资源电商交易平台；黄河集
团把生产金刚石的废料石墨变成生产锂电
池的“宠儿”，打造碳系新材料全产业链条；金
汇集团以“产学研结合”引领循环经济发展，
建设长江以北最大的城市矿产资源基地；瑞
贝卡集团等跨过“百亿元俱乐部”的民企在
转型发展中奋勇争先，力争成为下一个民企
500强上榜者……

风鹏正举，时不我待。许昌民营企业正
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拉高标杆，拼搏实
干，在健康发展的大道上向着未来奔跑。7

□本报通讯员 丁姜岚

新兵锋软件、亚安绝缘、路太机械……
一批创新主体强势崛起。省基于振动搅拌
技术耐久性路面研究院士工作站、省地面数
字电视无源雷达系统研究院士工作站……
一批创新平台快速涌现。

创新环境加速优化、创新人才加速集聚、
创新主体加速凸显、高新产业加速发展……
科技创新已成为魏都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强大引擎和不竭动力。

万里路桥博士后工作站等5个省级工程
技术中心先后落地，新增 3家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电力三次装备技术、振动搅拌技术、无
源雷达探测系统、沥青面层施工能耗测算及
低碳施工技术研究……一项项新技术新成
果的研究转化，成了该区科技创新的标志性
工程，为全区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今年的许昌市工业和信息化、科技创新
暨“许昌英才计划”表彰大会上，魏都区的

“英才”团队和企业家获得各类奖励扶持资
金共计815万元。

科技兴则企业兴，科技强则魏都强。近
年来，魏都区突出转型发展，以极大的决心
和毅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以科技创新为引
领，吹响了魏都区建设科技强区的号角。

初秋时节，走进许昌德通振动搅拌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制
造加工振动搅拌机械。该公司是一家专业
从事振动搅拌机械的应用研发、制造、销售
以及振动搅拌节能创效成套技术服务的企
业，拥有全球首创的振动搅拌技术和20项国
家专利、2项国际专利，是世界独家振动搅拌
设备专业制造商。

“随着工厂的发展，需要各方面知识越
来越多，一天不学习就会被新技术甩在身

后。”技术工人鲁晓磊是许昌德通振动搅拌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的一员，他亲眼见证了公
司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科技创新之路。

“事实无数次地证明：只有坚持走自主
创新道路，面向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加快科技创新，掌握科
技竞争先机——才是一个地方实现经济发
展目标的必由之路。”魏都区委书记张书杰
说。

近年来，该区把工业和信息化、科技创
新、人才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形成了科
技之翼助高飞、“双创”之帆扬远航的可喜局
面。近三年，全区专利申请量 2058件，专利
授权量 1047 件，一批创新平台快速涌现。
今年上半年，魏都区生产总值、服务业增加
值、固定资产投资均居全市前三位，地方一
般预算收入居全市第二。

为了帮助企业创新生产技术，魏都区坚

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主动融
入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加快建
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
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着力争创全省创新型
城区。同时，魏都区颁布《魏都区专利资助
资金管理办法》，极大地调动了专利申请和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为向科技要速度、要效益、要后劲，魏都
区区长李朝锋介绍，魏都区将以加快交通运
输部“公路建设养护技术研发中心”、北京怀
柔科学城科研成果转化基地等6大平台建设
为契机，为产业转型、动力转换提供有力的
科技支撑；以建立完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全
流程服务体系为抓手，发挥产业发展基金作
用，拓宽产学研合作通道，重点培育3家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2个省级重大科技项目，组建
1个产学研合作联络办公室，带动高新技术
产业健康快速发展。7

□本报通讯员 王利辉

水中，一个小女孩正在拼命挣扎，脑袋时隐时现，
双手划动得越来越慢；岸边，传来同伴焦急的呼救
声。这时，几个人影飞奔而至，接连跳入水中……这
一幕发生在8月 23日晚的平顶山市。最终，一名落水
女童幸运得救，救人者中有两名许昌水务工作者。

近日，许昌市水务局通报表彰异地勇救落水儿童
的职工刘小强和周文帅，并号召全市水务工作者向他
们学习。

8月 23日 20时许，正在平顶山市新城区参加全省
移民安置培训班的刘小强和周文帅，在驻地附近散步
时，突然听到前方一阵急促的呼救声：“来人啊，快来
人啊！有人掉水里啦！”

刘小强“来不及多想”，朝着呼救声传来的方向急
奔；有经验的周文帅，在跑动中就把上衣脱掉了。

两人跑过一片小树林，看到的是一片上百平方米
的水域，两个 10多岁的小女孩站在岸边大喊“救命”。
距离岸边三米多远的睡莲处，一个小女孩儿正在挣扎。

水性好的周文帅一个猛子扎到落水者身后，用一
只手推住落水者，向岸边游去。水性一般的刘小强扒
下岸边木桩上的一个救生圈，用左手挎住，用右手划水，
也游了过来。两人一起，将落水者救回岸上。这名被
救女孩来到岸上，哇哇吐了几口水，马上站了起来。

刘小强和周文帅还没顾上喘口气，在岸边呼救的
一个小姑娘说：“叔叔，还有一个，已经沉下去了！”

一听这话，两人赶紧返回深水区域寻找。“小强
哥，在这里，我好像碰到了!”周文帅吐了一口气，又往
下沉了沉，用脚背勾住第二名落水女童慢慢地提起，
一探身，抓住落水者，递给挎着救生圈的刘小强。这
时，又一名好心人闻讯赶来，3人合力将她救到岸上。

到了岸上后，学过急救知识的刘小强和周文帅协
力为女童做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一直做到 120急救
人员到来。遗憾的是，这名女童因溺水时间过长，最
终没有抢救过来。

9 月 10 日，刘小强在接受采访时，多次重复说：
“遇到那种情形，谁都会出手救人。”周文帅说：“其实，
这没啥，这是做人的本分。”7

呵护一城清水长流美景
许昌为保护城市水系立“规矩”

□许昌观察记者 王烜

“在城市水系允许市民放生吗？”
“放生可以，但不能‘随意’。规模放生活动组织

者要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放生的种类、数量、时
间、地点等，禁止放生不符合生态要求的外来物种。”

9月 14日下午，许昌市人大常委会、许昌市人民
政府联合举行《许昌市中心城区河湖水系保护条例》
颁布实施新闻发布会，现场问答互动，气氛热烈。

2013 年以来，许昌市坚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
领，先后投资 81亿元，环通长达 110公里的城市生态
水系，连接芙蓉湖等 5个城市湖泊，串起饮马河、清潩
河等“三川”和拥有 600年历史的古老护城河，形成了

“五湖四海畔三川、两环一水润莲城”的水系美景，从
一个缺水之城变身“北方水城”，成为全省首个国家水
生态文明城市。

然而，城市河湖水系管护具有要求高、难度大、涉
及部门多的特点，必须要有贴近市情、水情且保障有
力的管护依据。而此前许昌由于缺乏系统的法规对
水系及其附属设施保护与管理进行规范，面对一线管
理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时常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

“既要建设好水系，更要保护好水系。”许昌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宏伟介绍，“应时而生”的《许昌市
中心城区河湖水系保护条例》，聚焦关系群众切身利
益和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及时回应水系保护需求，
从法律层面进一步建立健全了高效统一、责权一致的
水系管理体制，为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责提供了法律
依据，为公民依法规范自己的行为提供了准绳。

《许昌市中心城区河湖水系保护条例》共分 5章
46条，包括规划与建设、保护与管理、法律责任等内
容，特别是对市民关注度较高的采摘荷花、洗刷车辆、
占道垂钓、小商小贩占道经营、随意放生外来生物等
行为作出了明确规范。

《许昌市中心城区河湖水系保护条例》将于 10月
1日正式实施。7

1256家失信企业
被列入“黑名单”

展科技之翼 扬“双创”之帆

魏都区跑出科技创新“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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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力补短板 拉高标杆谋跨越

许昌民企期待再上层楼

□许昌观察记者 董学彦 王烜

近日，全国工商联等单位发

布“2018 中国民企 500 强”榜

单，“河南军团”共 15家企业上

榜。许昌市有4家民企入围，连

续第 5年成为河南入围企业最

多的省辖市。

“中国民企 500强”被称为

全国民营企业发展的“风向

标”。此次发布的“2018 中国

民企 500强”榜单，无疑是检验

民企实力的一面镜子——

站在许昌看榜单，4家民企

效益在提升，规模在扩大，名次

在前移。

站在全省看榜单，“前有标

兵，后有追兵”态势越来越明显。

“全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

康发展大会的‘东风’，鼓起了许

昌民企加快发展之‘帆’。我们

既不可盲目自大，又不可小富即

安，要对标沿海，查找差距，推动

民营经济再上新台阶。”许昌市

委副书记、市长胡五岳说。

得知森源集团入围的消息，森源集团
董事局主席楚金甫并不感到意外。作为
许昌市最大的民营企业，森源集团已是五
度榜上有名。

在 8 月 29 日揭晓的“2018 中国民企
500强”榜单上，许昌市森源集团、黄河集
团、众品食业和金汇集团4家民企上榜，分
别位居第 156 位、281 位、332 位和 363
位。其中森源集团同比提升 30 个位次，

“涨幅”最大。
在位次提升的同时，许昌 4家民企年

营业收入大幅增加。其中，森源集团2017
年 营 业 收 入 达 423.6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5.76亿元，涨幅高达 37.6%；黄河集团、
众品食业、金汇集团2017年营业收入分别
为 261.87 亿元、225.02 亿元和 206.22 亿
元，均跨入“两百亿元俱乐部”。

“2018 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入围门
槛达到 156.84亿元，首次突破 150亿元大
关。河南入围企业数量与去年持平，不过
入围名单已与去年不尽相同。双汇集团
以530.55亿元的营业额，雄居河南民企榜
首。去年排在河南民企第三位的宇通客
车，则被天瑞集团取代。许昌的森源集团
从去年的第五位升至第四位，这也是许昌
民企历年的最好成绩。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年入围河
南榜单的变化，说明大家都在努力，竞争
态势明显。”民营经济研究专家杨建国认
为，以往河南的上榜企业以制造业为主，
而今科技型企业和服务型企业都出现在
榜单上，体现出发展的“质”“量”齐升。

“只有落后的企业，没有
落后的行业。许昌的4家企
业过去都是传统的制造型
企业，却不约而同地走上
智能化、融合化发展之
路。”许昌市工信委主任
焦建华说，以创新驱动
支撑发展，是它们连续
入围中国民企 500 强的

“关键一招”。
“民企兴，则许昌兴；民

企活，则全盘活。”在中原，再也
没有一座城市像许昌这样，对民营
经济有如此深刻的认知：民营经济占 GDP
总量的 80%以上，民营市场主体占全市的
97%，吸纳全市就业总量的85%。国家领导
在许昌调研时称赞：“在这里看到了温州的
影子。”

而民营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自主创新
是核心。9月 3日，在森源集团的柔性智能
加工车间，偌大的车间里不见工人身影，集
成控制的机器人能够自动识别、精准作业，
这是森源集团研发的“视觉引导重载AGV
移动机器人”。

如今的森源集团，从只能敲敲打打干边
角料活儿的小加工厂，成长为员工上万人的
行业“领跑者”：凭借技术创新，产品连续 3
年摘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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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凭借
商业模式创新，在线运营商砼运输车逾

3000 辆，成为国内混凝土行
业最大的第三方物流企业。

不只是森源集团，鲜
易控股、黄河集团、金汇
集 团 每 年 都 拿 出 营 业
收 入 5% 以 上 投 入 创
新研发，获得专利在百
项以上，真正成为科技
创新的主体、成果转化

的主体。
“创新给了许昌民企源

源不断的发展动力，让我们实
现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跟跑’

到‘领跑’的蝶变。”众品食业董事长朱献福
说：“我们将紧紧抓住民营经济新一轮的政
策期、发力期，咬定‘创新’不放松，推动企业
转型发展、更上层楼。”

许昌入选中国民企 500强企业数量全
省最多，既有内在的创新之力，也离不开市
委、市政府推出的一系列亲商、安商、富商之
举，离不开既亲又清的政商环境。

在许昌，行政审批事项不断“瘦身”，已
缩减至全省最少的 98项，政务效能全省领
先，行政环境指数位居全省第一；出台《关于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意见》，明确提出政商交
往“五严禁、五严查”，做到“亲”不逾矩，“清”
不远疏；设立15亿元的英才基金，形成引才
聚才的“强磁场效应”，让人才与创新的“种
子”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力量源泉。

图为河南森源重工有限公司

拉高标杆——
实干争先 拼出个未来

创新驱动——
只有落后的企业 没有落后的行业

榜上有名——
门槛提高了 位次提升了

中国电力装备行业的大型骨干和
龙头企业许继集团

本栏图片均为牛原摄

30个位次

许昌市计划在“十三五”期间培养出
10名以上杰出企业家、100名以上优
秀企业家、1000名以上成长型企业
家。市财政每年拿出 2000 万元用
于企业培训“充电”，让越来越多的企
业家拥有“大家风度”，具备全球视野

“十百千”计划

在“2018中国民企 500强”榜单上，
许昌市森源集团、黄河集团、众品食
业和金汇集团 4家民企上榜。其中
森源集团同比提升 30 个位次，“涨
幅”最大

西继迅达电梯有限公司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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