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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栾姗 通讯员 余
柯）1月 14日，洛阳 LYC轴承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内，一台直径 4.8米、重约
20吨的主轴承成功下线。该台主轴
承能够满足 11米级大直径盾构机连
续工作 1万个小时，即将装车启程承
担浙江省舟山市鲁家峙海底隧道项目
的掘进任务。

当天，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和
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了

“首台11米级盾构机主轴承研制研讨
会”，经过学术论证和现场查看，专家
组一致认为，结合前期 6米级盾构机
主轴承积累的成功经验，11米级国产
盾构主轴承相继攻克了带预紧轴承的
设计方法、浮动滚道加工方法及控制
技术等行业技术难题，尤其是通过大
胆自主创新，解决了制约盾构轴承发
展的超宽表面淬火等核心技术难题，
填补了国内研发此类产品的空白，已
经具备替代进口主轴承的实力。

主轴承被誉为盾构机的“心脏”，核
心生产技术长期被瑞典、德国等国际轴
承企业垄断。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杨华勇说，国内首台11米级大直
径盾构主轴承在洛轴成功下线，将进一
步推动盾构机核心部件国产化，打破大
直径主轴承技术壁垒，对推动盾构机完
全国产化具有重要意义。③4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烜）日前，3台长逾 10
米、重约 200吨的凿岩钻探“巨无霸”
装备，漂洋过海运抵长葛市大森公
司。它们来自德国的 GTA机械公司
——一家在欧洲技术领先的管道挖
掘、钻探设备生产企业，收货方则是这
家德国企业最大的股东。

许昌民企并购欧洲“隐形冠军”、
接收首批“德国造”隧道机械设备，是
许昌对德经贸合作结出的硕果之
一。

新年伊始，许昌企业高水平“走出
去”，大手笔“引进来”，在开放合作中一
次次演绎精彩：德威科技公司新一批镁
合金汽车轮毂产品销往德国奔驰设计
公司；森尼瑞公司与拥有百年历史的德

国史太白技术转移中心“牵手”，成立施
坦贝斯（许昌）产学研公共服务中心，为
中小企业提供技术转移、人才培养服
务；亚丹公司引进的德国迪芬巴赫智能
生产线成功实现量产，让废弃的农作物
秸秆“变”成环保成品家具。

“许昌智造”与“德国质量”同频共
振，形成了推动许昌市企业转型升级
的强大动力。拓市场，晟丰公司融合
德国西门子智能化轧钢系统和西马克
技术，建起全省智能化水平最高的不
锈钢六连冷轧生产线，高质量产品带
来订单多多；破瓶颈，艾浦生公司引进
德国循环产业技术，解决了易拉罐罐
体金属含量差异带来的回收难题，建
起的我国首条废旧易拉罐再生利用生
产线刚刚投产；铸品牌，大森公司实施

品牌带动战略，谋划建立欧洲研发中
心，进一步开拓国际隧道工程市场。

服务的“升级版”是引领。元旦过
后，许昌市举办了“基于‘互联网+’的
制造业未来”专题讲座，为200多名企
业界人士带来新知识、新理念，并将于
2月组织企业家赴德参加韦茨拉尔光
电展，培育企业家的开放思维和开阔
视野，推动企业做大做强。

日前召开的许昌市对德合作工作
推进会提出，要“开好局、迈好步”，抓
好项目跟踪落实、健全完善服务机制
等5项工作。许昌正以中德（许昌）中
小企业合作区为载体，重点发展高端
装备制造、健康养生等 4大产业 13个
细分领域，打造中德合作的中原样
板。③8

“走出去”有实力“引进来”有魅力

许昌中德合作演绎精彩

赢得开门

洛轴再破“壁垒”造出盾构大“心脏”
国内首台11米级大直径盾构主轴承成功下线

1月 14日，在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国内首台直径11米级盾构机主轴承成功下线，填补了国内研发此类
产品的空白。⑨3 潘炳郁 摄

1月 13日，鲁山县瓦屋镇土桥村
村民在温室大棚内采收香菇。当地依
靠丰富的自然资源大力发展食用菌生
产等特色支柱产业，全年食用菌产量、
产值位居全省前列。⑨3 杨正华 摄

本报讯（记者 卢松）省两会召开，
春节将至，省纪委紧盯重要时间节点
和年节假期，坚持正风肃纪不停息。1
月 14日上午，省纪委抽调派驻纪检组
和财政、审计、税务、公安等部门工作
人员组成20个检查组，分赴全省18个
省辖市和部分省直单位，对全省各地
各单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开
展“推磨式”监督检查，继续释放执纪
监督问责强烈信号，不断巩固拓展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

此次检查对象包括两类：一类是
省委各部委、省直机关各单位，省管各
企业和高等院校，各人民团体；一类是
各省辖市有关单位。具体检查单位随

机确定，每组至少检查 2 个市直单位
（含市委办公室）、1家国有企业、1所高
等院校以及 1个县（市、区）。其中，在
县（市、区）至少检查 2个县直单位（含
县委办公室）、2个乡镇（街道）。检查
采取明查与暗访相结合的形式，以灵
活机动的方法，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工
作重点，务求取得实效。

在检查内容方面，重点检查名贵
特产专卖店、商场超市专柜，看是否存
在违规购买天价茶叶、名贵木材、珠宝
玉石、名瓷名画等名贵特产类物品等
问题；查 2018 年以来各单位财务账
目、原始凭证，看是否存在公款旅游或
变相公款旅游、违规公款吃喝、滥发津

贴补贴或福利、超标准乘坐公务交通
工具等问题；查机关食堂、单位“公务
灶”和隐蔽餐饮服务场所，看是否存在
非公务接待、超标准接待、接待手续不
规范以及出入私人会所或隐蔽场所违
规吃喝等问题；查办公用房和公车使
用情况，看是否存在超标配备使用办
公用房、公务用车以及公车私用、违规
借用车辆等问题；查加油站、商场超市
等场所票据，看是否存在“私车公养”，
违规公款购买赠送礼品、消费卡、贺年
卡以及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等问题。

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介
绍，省纪委检查组将认真贯彻落实十
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严格按

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规范督导检查
的有关工作要求开展监督检查，既强
化针对性、有效性，形成有力震慑；又
注意方式方法，文明规范、依法依纪，
不影响地方和基层正常工作，不增加
基层工作负担。

另据了解，省两会召开期间，省
纪委将派出联合检查组，对郑州市特
别是代表、委员驻地附近餐饮、娱乐
等场所组织开展明察暗访，对公款吃
喝、公车私用、互相宴请、违规接受宴
请、收送礼品礼金、出入隐蔽场所等
违规违纪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曝光一起，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
围。③8

省纪委开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监督检查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施书
芳 曹楷）1 月 14日，记者从河南省机
场集团获悉，2018年，郑州机场客货运
规模继续保持中部地区“双第一”，其
中完成旅客吞吐量 2733万人次，同比
增长 12.5%，增速在全国 2000万级以
上大型机场中排名第一，净增客运量
超过 300 万人次，行业排名上升至全
国第 12 位；完成货邮吞吐量 51.5 万
吨，货运规模稳居全国第7位。

“双第一”的背后，是河南省机场
集团在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下，多策
并举、精准发力、开放创新，持续提升
郑州机场“网络通达性、通关便利性、
保障基础性”核心竞争力，在推进枢纽
建设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

货运方面，作为“空中丝绸之路”
建设的主力军，郑州机场不断加密航
线航班，逐步扩大以郑州为中心、“一
点连三洲，一线串欧美”的航空国际货
运网络，进一步提升口岸功能。过去
的一年，通过强化运力引进、增强货运

集疏、拓展航线网络，郑州机场新引进
6 家货运航空公司，新开 8 条货运航
线，新增 6个通航点，全货机定期航班
稳定增长，到 2018 年年底，在此运营
的货运航空公司为21家（国内6家、国
际地区15家），开通货运航线34条（国
内 5条、国际地区 29条），通航城市 40
个（国内12个、国际地区28个）。

航空货运持续发展带来的物流集
聚效应日益凸显：2018年郑州机场仅
承运的某服装品牌就有 1.7万吨，同比
增长 89%；集疏的国际快邮件 1.9 万
吨，同比增长 10.4%；累计保障的电子
产品同比增长 18%。到 2018年年底，
郑州机场已经有一批国际货运航线享
受第五航权，其中卢货航已争取增加

了航权配额，并新增其在美国、欧洲、
澳洲通航点及第五航权额度。

客运方面，郑州机场以扩大时刻容
量，拓展国内、国际航线网络为重点，持
续加快基地建设，新引进5家客运航空
公司，总数达 55家；新开客运航线 39
条，总数达208条；新增通航城市19个，
总数达116个。到2018年年底，郑州机
场过夜运力首次突破 50架，总数达 57
架。自“豫—西北机场中转联盟”成立以
来，郑州机场中转优势持续提升，2018
年保障中转旅客量同比增长60%。

据预测，2019年春运，郑州机场预
计完成客运量约 368 万人次，同比增
长12%以上，平均日航班计划达到710
架次。③4

郑州机场发布2018年成绩单

客货运规模继续领跑中部地区
2018 年 ，郑州
机场完成旅客
吞吐量2733万
人次，同比增长
12.5%，增速在
全国2000万级
以上大型机场
中排名第一

2733
万人次

（上接第一版）

“枫桥经验”花开中原

南乐县谷金楼乡的王某省吃俭
用攒下钱，为儿子操办了婚礼。没想
到，才过了 16天，“儿媳”带着彩礼不
辞而别，这可愁坏了一家人。

“乡里有法律顾问团，咋不找
找？”村干部一句话点醒了他。经过
法律顾问耐心的明理释法，双方就彩
礼等问题达成了协商意见。

2017 年以来，濮阳市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为每个乡镇组建法
律顾问团，对扶贫、重大经济项目进
行法律风险论证，开展法治宣传、法
律咨询，积极化解矛盾纠纷，提高了
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推动了治理重
心向基层下移。

我省发展正处在爬坡过坎、转
型 攻 坚 的 关 键 时 期 。 近 年 来,省
委、省政府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以改革创新为
动力,以基层基础建设为保障,加
快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枫
桥经验”已在中原大地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在农村,全面推广“四议两公开”
工作法；在城市,建立社区自治制
度……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举措,加强
了基层源头治理,使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乡、难事不出县、矛盾不上
交。目前,全省共建成县级调解平台
218个、乡级平台 2493个、村级平台
49631个,人民调解组织 5.5万个,人
民调解员21.5万人，矛盾纠纷化解率
达95.8%。

“雪亮工程”守护平安

在郑州市建设路与秦岭路交叉
口，程某准备对一辆电动车下手时，
被布控在附近的武装巡逻组当场擒
获。原来，当他还在“踩点”的时候，
公安民警就从指挥中心的视频监控
上发现了他的行踪。

如今,在河南,不管是喧闹的城
市,还是偏远的农村,无论何时何地,
都有一双双雪亮的“眼睛”为百姓守
护着平安。

我省把“雪亮工程”置于维护安
全稳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
置来抓,投入资金用于技防建设,为
综治、交通、城管、消防、环保、食药等
不同部门提供服务,尤其是在案件侦
破、指挥调度、维护稳定中发挥了强
大作用,成为服务民生、带给人民群
众安全感获得感的“民心工程”。

目前，我省所有省辖市和 134个
县(市、区)综治视联网与公安视频监
控平台实现互联互通,实现城乡视频
监控“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
用、全程可控”。2018 年,通过视频
监控,全省公安机关抓获各类犯罪嫌
疑人7203人,破案1.94万起。

同时,我省稳步推进综治基层基
础建设。全省已建成乡级综治中心
2470个、村级中心50577个，1369个
乡镇(街道)、11562个村(社区)建成心
理咨询室或社会工作室持续深化“一
村(格)一警”长效机制。

着力抓好基层基础工作,树立大
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我省正努力推进
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南、法治河南建
设。③8

守护平安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 归欣 通讯员 张
崇）1月 14日，记者从省扶贫办获悉，
我省 2018年脱贫攻坚工作主要数据
统计完成。数据显示，去年我省脱贫
成效显著。

截至2018年 12月 31日，全省去
年脱贫42.2万户、121.7万人，贫困村
退出 2502个。新识别纳入贫困人口
2.5万户、7.1 万人，返贫 0.1万户、0.2
万人。2018 年年底，国家现行扶贫
标准下，全省剩余农村贫困人口 44.7
万户、104.3万人，贫困村 1221个，全
省贫困发生率降至1.21%。

通过大数据平台，省扶贫办对全
省贫困户致贫原因进行了分析，因病、
因残、缺劳动力等仍是致贫主因。按

户占比排列依次为，因病致贫53.7万
人，占比51.51%；因残致贫28.6万人，
占比 27.42%；缺劳力 9.3 万人，占比
8.90%；缺技术4.6万人，占比4.37%；
因学致贫 4.2万人，占比 4.01%；缺资
金2.5万人，占比2.43%；因灾致贫0.7
万人，占比0.64%；自身发展动力不足
0.4万人，占比0.35%，等等。

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
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我省脱贫攻坚形
势也发生了新变化。因病因残致贫
人口占比由 2017年的 72.4%上升到
78.93%，非贫困村中贫困人口占比由
2017年的 65.6%上升到73%，这些群
体已成为今后两年脱贫攻坚的重点
和难点。③4

去年脱贫攻坚“成绩单”出炉
我省贫困人口降至44.7万户 贫困发生率降至1.21%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 王娟）
1 月 13 日至 14日，中央文明办有关
领导同志在省文明办领导陪同下先
后来到我省焦作市、南阳市，代表中
宣部、中央文明办看望慰问了全国道
德模范谢延信及王锋的家属。

谢延信是焦煤集团鑫珠春工业
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自 1974 年
起，谢延信用爱心、孝心和责任心，
全力照顾亡妻的三位亲人，践行了
中 华 民 族 孝 老 爱 亲 的 传 统 美 德 。
2007年以来，他先后获得“全国道德
模范”、“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等荣誉
称号。

王锋生前系方城县广阳镇古城
村人。2016 年，王锋租住的民宅突

发大火，他毫无畏惧、挺身而出，三入
火海救人，20多位邻居在火灾中无一
伤亡，自己却不幸遇难，谱写出一曲
侠肝义胆、感天动地的英雄赞歌。
2017年王锋被授予“全国道德模范”
荣誉称号。

中央文明办领导同志关切地询
问了谢延信及王锋家属的工作生活
情况，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节日
的祝福，并送上慰问金。

近年来，我省先后出台了《河南
省帮扶生活困难道德模范实施办法
（试行）》《河南省道德模范礼遇帮扶
办法（暂行）》等文件，对各级道德模
范等先进人物进行了礼遇帮扶，在全
省营造争做出彩河南人的良好氛
围。③6

中央文明办慰问我省全国道德模范

省直机关党建“年终大考”启动

述职“晒成绩”揭短“火辣辣”
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 通讯员

甄要辉）1月 10日下午，一场特殊的
年度大考在河南饭店开考——10名
省直和中央驻豫单位机关党委书
记，就 2018 年履行党建工作责任情
况向省委直属机关工委进行述职。
这标志着我省 2018年度省直机关各
级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考核工作正
式启动。

履职情况“成绩清单”、存在不足
“问题清单”、下步打算“任务清单”，
在每份述职报告中，各位书记讲成绩
实事求是、言简意赅，说问题不遮不
掩、直来直去，谈任务有的放矢、切实
可行。

“‘三会一课’等基本工作制度落
实不到位”“6 个党支部没有支部书
记，7个党支部到期未换届”“全面从
严治党责任向基层党组织压力传导
不足，对廉政风险大的环节管控措施

不够有效”……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常
务副书记王忠梅的面对面点评，让每
位与会人员都感受到了沉甸甸的责
任与压力。

“对比方知差距，点评明晰不
足。”参加述职的团省委副书记、机关
党委书记李建涛说。

“我省省直机关有 11027个基层
党组织，20.3万多名党员。开展党建
述职评议，既是落实中央和省委部
署的一项规定动作，也是对省直和
中央驻豫单位机关党委书记履行党
建责任的一次集中检阅。”王忠梅表
示，党建述职评议的开展，切实把责
任和压力传导到基层，督促机关党
委书记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扛到肩
上、落实到位。

据了解，自 2014年以来，全省省
直和中央驻豫单位党建述职评议工
作已连续开展了5年。③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