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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
共有农村留守儿童
697万人，与 2016年
首次农村留守儿童摸
底排查的数据相比，下
降了22.7%

□李萌

天地之中、黄帝故里、中国铁路心
脏、综合交通枢纽，郑州，正以扎实而
矫健的步伐迈向国家中心城市。在城
市发展的背后，屹立着无数优质企业
的身影，郑州祥和集团有限公司正是
这样一股坚不可摧的中坚力量，以来
之能战、战之能胜，敢于吃苦、能打硬
仗的“电力铁军”形象为电网的建设，
为郑州的前行保驾护航，用优质高效
的服务、革故鼎新的勇气和牢记使命
的初心在中原大地谱写出壮美华丽的

“激流三部曲”。

一部曲：有口皆碑的质量之曲

郑州祥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祥和集团公司”）成立于1995年。具
有电力设施承装（修、试）一级，电力工
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建筑施工总承包一
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二级，隧道工
程专业承包二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
业承包二级以及电力工程监理乙级资
质，并于 2017年取得售电业务资质。
公司主要承接500千伏及以下输、变、
配电工程及配套项目的勘测设计、施
工、验收；变压器、开关柜、电线电缆等
电力设备的生产、销售；通信、电缆工程
及维护；科技信息自动化以及变电站、

配电房、充换电站的运行维护等。
祥和集团公司始终秉承“专业、专

注、持续改进”的企业理念，坚持“集团
化运作、集约化管理、专业化发展”的
管理模式，深化规范管理，提升核心能
力，保证了安全文明生产，树立了良好
企业形象，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双丰收。发扬工匠精神，打造样
板工程，先后完成了新郑国际机场、轨
道交通、郑徐高铁、园博园等重点项目
的电力配套工程以及金水路西延、南
三环东延等电力迁改项目。投资建成
了河南省首座智能箱式变电站——
110 千伏鹤园变，为助力航空港区发
展提供了坚强保障。其中陇海路快速
通道工程被郑州市委、市政府列入
2014 年着力实施的“畅通郑州”十大
重点工程，公司面对时间紧、任务重的
压力，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基础上，提
前完成电力建设任务，创造了又一个

“电力奇迹”，为陇海快速路的顺利通
车和郑州市“两横一竖”的井字形总体
规划奠定了基础。2018年，公司获得
由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颁发的“三园”建设项目先进单位称
号。还被郑州市总工会授予了“大三
环+”工程“五比四保三创建”施工竞赛
活动先进单位称号。

二部曲：勇于开拓的创新之曲

创新，是企业基业长青的秘诀，祥
和集团公司紧跟时代步伐，管理创新、
技术创新、文化创新三大马车并驾齐
驱，走上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康庄大道。

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坚持
“贴近市场、贴近用户、贴近经营”，不

断提升营销能力和服务水平，企业的
销售业绩实现稳步提升。加强精益化
管理，组织推广单项工程成本核算，通
过工程成本的控制与管理，降本增效，
提升工程结转效率。推进物资集中采
购管理模式，强化物资供应保障。通
过逐步健全全员绩效考核体系，加强
业绩考核过程管理，完善业绩考核责
任目标。积极推进人力资源培训三年
规划，结合企业和员工需求，组织开展
各类技能和专业培训，培训覆盖率
100%。通过开展岗位比武、技能竞

赛，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创造性，进一步优化队伍结构，增强队
伍活力。

多年来，祥和集团公司致力于施
工工艺的不断优化创新和先进技术的
落地实践。金水路西延（西站路）和南
三环东延架空入地改造工程中采用了
国内最先进的大口径顶管技术，在目
前同类型电力隧道施工工艺中达到领
先水平。与清华大学合作研发的隧道
监控系统，被新华社等国内媒体多次
报道，并在省府、红旗、南三环等大型
隧道无人化巡查改造工程中发挥了积
极作用，实现了电缆隧道远程监测技
术在生产实践中的智能化应用。配合
新郑国际机场扩建工程，圆满完成电
力线路杆塔拆降工作，攻克了线路拆
降过程中跨越高铁和高速的技术难
关，确保了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

三部曲：敢于担当的责任之曲

祥和集团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自觉担当，勇挑重担，为经济社会
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2008 年，祥和集团公司积极参
与，圆满完成了“抗冰抢险”任务，同时
还配合完成了“上合组织会议”“高考
保电”等重要的供电保障任务。2017
年和 2018年，连续两年参与对新乡、
商丘两地区的电力防汛救灾任务，展
示出公司在急难险重工作面前的良好
应变能力和较高施工水平。祥和集团
公司始终保持奋进者的姿态，树立了
为人民服务的“电力铁军”形象。多次
收到工程主管单位以及客户赠送的锦
旗和感谢信，并先后荣获“国家电网公
司集体企业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国家
电网公司电网先锋党支部”等多个光
荣称号，还被郑州市政府授予“守合
同、重信誉企业”“工业综合实力 50强
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郑州市五一
劳动奖状”等荣誉。

二十三载栉风沐雨，二十三载春
华秋实，二十三载砥砺前行，二十三载
已成历史。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
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祥和集团公
司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扬帆起航，未
来就在前方。

郑州祥和集团有限公司的“激流三部曲”

河南省电力企业“创新发展先进单位”入围企业风采录

园 博 园 B
区某配电房内，
郑州祥和集团
有限公司施工
人员做送电前
最后的设备检
查工作

新华社北京 10月 30日电 记者 30日从民政部获悉，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与2016
年首次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的数据 902万人相比，下降
了22.7%。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倪春霞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介绍，当前四川省农村留守儿童规模最大，为 76.5万
人，其次为安徽、湖南、河南、江西、湖北和贵州。以上 7省
农村留守儿童总人数为484.4万人，占全国总数的69.5%。

在 留 守 儿 童 群 体 中 ，
54.5% 为 男 孩 ，45.5% 为 女
孩 ，留 守 男 童 多 于 留 守 女
童。99.4%的农村留守儿童
身体健康，但也有 0.5%的儿
童残疾、0.1%的儿童患病。
与 2016 年数据相比，0 至 5
岁入学前留守儿童占比从
33.1%下降至 25.5%，义务教
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从
65.3%上升至71.4%。

倪春霞说，全国农村留
守儿童总体数量减少，主要
原因是近年来脱贫攻坚、新
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战
略等重大决策部署推进实
施，各地大力推动返乡创业就业、就业扶贫、随迁子女就地入
学等工作，为从源头上减少儿童留守现象提供了有力的政策
支持。各地还紧紧抓住家庭监护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加
强对父母的宣传引导，部分父母或父母一方为了孩子也主动
返乡，与子女共同生活，进一步减少了儿童留守现象。

新华社天津 10月 30日电 天文专家介绍说，深秋时
节，11月的天宇将上演“水星东大距”“北金牛座流星雨极
大”“婚神星冲日”“狮子座流星雨极大”等四大天象。

年底之前，水星将迎来东、西大距各一次，为全年的 7
次大距画上句号。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
赵之珩介绍说，11月 6日，水星迎来东大距。“这次大距，
观测条件不是很理想，日落时水星已经接近地平线，不易
看到。公众要想一睹水星的‘芳容’，只能等到12月份的西
大距了。”

因为辐射点位置的差异，金牛座流星雨被分成了南金
牛座流星雨和北金牛座流星雨。由于来源同为 2P恩克彗
星抛出的尘埃团，这对“双胞胎”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例如流
星体速度较慢，亮流星较多，颜色偏白，活跃期长等。与南
金牛座流星雨相比，北金牛座的观测条件更为有利一些。

“11月 12日，北金牛座流星雨迎来极大，且极大期间
月相为蛾眉月，对观测几乎没有影响。”赵之珩说。

有着“送子女神”之称的 3号小行星婚神星将于 11月
17日上演“冲日”表演。赵之珩介绍说，冲日期间，婚神星
位于金牛座和波江座天区附近，亮度 7.45等，感兴趣的公
众可尝试使用双筒望远镜来寻觅它的踪迹。

一天后，有着“流星雨之王”称号的狮子座流星雨将达
到极大，届时，一颗颗流星将划过东南方夜空。

天文专家表示，每年的 11月中旬，狮子座会在子夜升
起，因此这是一个只能在后半夜观测的流星雨。“今年狮子
座流星雨极大预计发生在北京时间 11月 18日 6时 30分，
对于我国的观测者来说，18日凌晨到日出前是相对较好的
观测时机。”

新华社北京 10月 30日电 近日，经党
中央同意，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意
见》。党中央决定，在巩固党的十八大以来
派驻监督取得的明显成效基础上，进一步
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完
善派驻监督体制机制，为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提供有力保
证。

党的十九大对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
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的目标任务。
《意见》指出，派驻监督是在党中央集中统
一领导下，强化自上而下组织监督的重要
形式，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
绕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
的核心地位，紧紧围绕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改革派驻机构领导体制，完善派驻监督工
作机制，赋予派驻机构监察职能，深化转职
能、转方式、转作风，提高派驻监督全覆盖
质量，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全
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
党的有机统一。

《意见》强调，全面加强对派驻机构的领
导。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是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直接领导、统一管理。要建立中央纪
委常委会统一领导、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统一

管理，中央纪委副书记（常委）、国家监委副
主任（委员）分管，相关职能部门分工负责、
协调配合的派驻工作领导体制，加强对派驻
机构的指导、管理、服务和保障。

《意见》明确，推动驻在部门党组织担负
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建立定期会商、
重要情况通报、线索联合排查、联合监督执
纪等机制，为党组（党委）主体作用发挥提供
有效载体，形成同向发力、协作互动的工作
格局。派驻机构要紧紧围绕监督这个第一
职责，加强对驻在部门党组织的监督，重点
检查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和宪法法律、贯彻落
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等情况，确保党
中央政令畅通。赋予派驻机构监察权，派驻
机构既要依照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履行监
督执纪问责职责，又要依照宪法和监察法履

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
人员实行监察全覆盖。健全审查调查工作
机制，加强问题线索集中统一管理，完善审
查调查协调、案件审理协调、重大案件督办
机制。分类施策推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
业、党委书记和校长列入中央管理的高校纪
检监察体制改革。

《意见》强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要及时
研究解决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加强派驻机构
制度建设和服务保障。中央和国家机关各
部门要积极配合，自觉支持派驻机构工作，
确保改革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坚守派驻
机构作为党的政治机构、派驻监督作为政治
监督的职能定位，加强政治建设，强化政治
担当，加强能力建设，强化管理监督，建设忠
诚干净担当的派驻机构干部队伍。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意见

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
返乡创业就业政策成效明显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减员”

11月天宇将上演四大天象

这是10月29日在安徽省皖南黟县塔川村拍摄的秋色。金秋时节，神州大地层林尽染，美不胜收。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香港 10月 30日电 以笔名
“金庸”写作多部武侠小说的著名作家查良
镛（左图）30日下午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

查良镛生于 1924 年 3月 10日，浙江
海宁人。他 20世纪 40年代移居香港，50
年代开始以笔名“金庸”创作多部脍炙人
口的武侠小说。

金庸与古龙、梁羽生合称为“中国
武侠小说三剑客”。其小说屡被翻拍为
影视作品，享有“有华人的地方，就有

金庸的武侠”的赞誉。
除了武侠小说的成就

外，查良镛还是知名报人、
社会活动家。他于 1959
年创办《明报》。曾从事翻

译工作，还为报刊撰写了大量随笔、散文、
电影和戏剧评论。

查良镛一生获颁荣衔甚多，包括国内
外多所知名高校的荣誉院士、荣誉博士、
名誉教授等；2000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
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2001年，国际天文
学会将一颗由北京天文台发现的小行星
命名为“金庸”星。查良镛曾任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院长。2005年，剑桥大学授予其
荣誉文学博士名衔。

2017年，香港文化博物馆开设常设展
馆“金庸馆”，通过早期流通的小说版本、
手稿、文献、照片等 300多项展品，向公众
展示金庸武侠小说的创作历程及其对香
港流行文化的影响。

武侠小说泰斗金庸逝世

笑傲江湖成绝唱 人间再无侠客行
1955年《书剑恩仇录》

1956年《碧血剑》

1957年—1959年《射雕英雄传》

1959年《雪山飞狐》

1959年—1961年《神雕侠侣》

1960年—1961年《飞狐外传》

1961年《白马啸西风》《倚天屠龙记》《鸳鸯刀》

1963年《连城诀》

1963年—1966年《天龙八部》

1965年《侠客行》

1967年《笑傲江湖》

1969年—1972年《鹿鼎记》

那些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

10月 30日，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交警支队摩托化
机动车小分队的民警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附近巡逻。随
着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在即，承担场地安保、交通
保障等任务的上海市公安局民警正在为盛会做最后的准备
工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