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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栾姗）2 月 10
日，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郑煤机）传出喜
讯，世界首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 8.8 米超大采高智能综采
工作面——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
炭集团上湾煤矿 8.8 米超大采高
智能工作面日前产量突破 1000
万吨，该工作面所使用的液压支
架产品由郑煤机自主研发制造。

据介绍，郑煤机首套 128 台
液压支架用于上湾煤矿四盘区
12个 8.8米超大采高工作面开采，
每台支架宽 2.4 米、总重 100 吨、
采高最高达 8.8 米，其支护高度、
工作阻力、支护中心距均为目前
世界之最。自 2018 年 3 月郑煤
机 8.8 米支架下井投产以来，该

超大采高工作面工作效率提高
85%以上，成本降低 30%，资源
回采率提高 30%，还填补了我国
特厚煤层液压支架开采的技术
空白。郑煤机煤机板块总经理
付祖冈说：“我们用了 5年时间，
攻克了多项技术难关。该项目
的设计方案合理性、原材料开
发、工艺创新、制造水准及综合
性能均超过国际标准。”

郑煤机是世界第一大液压支
架生产厂商，上湾煤矿是全球单井
单面原煤生产效率最高的井工
矿。此次双方强强联手实现世界
首个8.8米采煤工作面产量突破千
万吨，对引领中国煤炭行业的发展
方向、提升世界一流示范煤矿的建
设水平具有重要意义。③4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2 月 10 日
是春节假期最后一天，我省多地普降
大雪，部分高速公路出现积雪结冰情
况。受低温降雪影响，省内多条高速
公路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为确保群众
顺利返程，高速警方启动应急预案，采
取警车带道压速护送方式，确保群众
平安出行。

为有效应对冰雪天气，省公安厅高
速交警总队与省气象局建立预警机制，
迅速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开展不间
断路面巡逻，及时掌握路面除雪融冰工
作开展情况。高速警方通过巡逻警车
警报器、话筒喊话、路面电子显示屏多

种方式，提醒司机保持安全车速和车
距。同时，根据冰雪影响道路通行情
况，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指挥中心适
时实行恶劣天气三级管控措施，通过采
取限制车型、限时通行、间断放行、主线
分流、全线封闭等管控措施，确保群众
冰雪天气出行安全。

当日，各地高速交警联合高速路
政、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位上路疏导
交通，在易发生积雪结冰和拥堵的桥
梁、隧道、互通立交等重点路段全面铲
雪除冰，确保高速路段积雪清理完毕，
省内高速公路没有发生严重拥堵和滞
留情况。③4

世界首个8.8米采煤工作面
产量突破千万吨
液压支架产品由郑煤机自主研发

本报讯（记者 宋敏）2月 10日是春
节假期最后一天，我省多地普降大雪，

“铁公机”也迎来客流返程高峰。记者
了解到，全省交通各单位以雪为令，优
化调度运力，做好道路除冰、拥堵路段
疏导等应急处置，尽全力满足旅客出行
需求。

自 1 月 21 日春运启动以来，全省
交通运输流量持续攀升，其中道路客
运共发送旅客约 5121.76 万人次。春
节长假期间，我省高速公路对 7座以下
小客车累计免费超过 1500万辆次，占
总流量的 97.7%，同比增长 2%。2 月
10 日当天，高速收费站出口流量达到
最高峰，累计通行车辆约 305万辆次，
同比增长 8.87%。

受降雪影响，铁路、公路、航班不同
程度受阻。2月 10日当天，我省多条高
速公路实施全线封闭和区间封闭措施；
京广、徐兰高铁线路均已限速运行，郑
州各汽车站发往多地的多个班次停运；
郑州机场多架次出港航班出现延误。

为应对 2月 8日、10日两次大范围
降雪，河南高速公路运营管理部门连夜
开展除雪融冰作业，共出动除雪设备
800余台次、撒布融雪剂 3600余吨、出
动保通车辆 1000余台次、出动路政养
护等保通人员 5000余人次，提供救援
帮助 300余次。同时，联合省高速交警
总队，优先保障京港澳、连霍等国家高
速主动脉道路畅通。截至 2月 10日 19
时，除三淅高速、洛栾高速等豫西山区
高速路段因道路结冰进行交通管制外，
全省高速均处于正常开通状态。

2月 3日至 10日，郑州铁路部门累
计发送旅客 23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
加 4 万人次；其中 2 月 10 日发送旅客
51.9万人次，同比增幅 6.1%，主要发往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兰州、重庆、昆
明等城市，学生、务工客流较大。目前
返程客流高峰还在持续，我省铁路部门
将采取重点方向重联、满轴运行等措
施，高峰日开行旅客列车558.5对，增开
10.5对夜间“红眼”高铁列车，最大限度
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春节假期，郑州机场整体运行平稳
有序，前 6天共发送旅客超 49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长4.2%。在T2航站楼出
发大厅，越来越多的旅客选择“无纸化”
乘机，特别是春节前投用的全自助一体
机备受青睐，平均每天办理行李托运约
3000 件。面对冰雪袭扰，郑州机场各
保障单位协同联动，全力做好除冰雪和
旅客服务工作，进出港航班持续起降，
航站楼内秩序正常。③4

铲冰除雪 畅通返程

警车开道护送群众顺利出行

自1月21日春运启动以来，全省交
通运输流量持续攀升，其中道路客
运共发送旅客约5121.76万人次

5121.76万人次

春节七天长假，郑州铁路部门累计
发送旅客23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
增加4万人次；其中2月10日发送
旅客51.9万人次

235万人次

□本报记者 温小娟

今年春节期间，全省各地博物馆、图
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场馆推出了丰
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市民和游客共享文
化盛宴，接待人数不断创新高。品书香、
看展览，也让假期变得很有文化内涵。

2月 10日，河南博物院依然人头攒
动，前来参观展览的游客络绎不绝。除
了“大象中原——河南古代文明瑰宝
展”等常设展览外，河南博物院特别推
出“金猪拱福——己亥新春生肖文物图
片联展”“和韵华夏——中原音乐文物
瑰宝展”“华夏正声——华夏古乐己亥
年新春音乐会”等独具特色的活动，接

待观众近 6万人次。其中，华夏古乐新
春音乐会上演的《诗经·小雅·鹿鸣》《诗
经·郑风·子衿》《高山流水》《瑞鹧鸪》
《牛斗虎》等古乐复原经典曲目给来自
全国各地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除了博物馆，来图书馆找“清静”也
成了众多市民的选择。今年春节假期，
省图书馆共接待读者 3万余人次。为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档升级，省图备下
春节文化“大餐”，推出八大主题 60多
场活动，涵盖红色记忆、文化进万家、河
南古建、戏曲动漫、姓氏起源、豫图讲
坛、中国年俗、中华名菜等，邀华夏儿女
领略精彩的中原文化。

省少儿图书馆则是“亲子圣地”，推

出了 260多场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
活动，惠及观众1万多人。

河南作为戏曲大省，每逢春节必然
“有戏有料”。由郑州市委、市政府主
办，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
2019年郑州市“情暖新春”文艺演出活
动在郑州艺术宫连续推出 16场大戏，
《风流才子》《琵琶记》《包青天》《红娘》
《麻风女》《双玉蝉》等深受群众喜爱的
豫剧、曲剧相继上演。

记者了解到，跟以往不同的是，今
年许多观众游客有效利用网络、微信
平台等新媒体途径提前进行预约，大
大 提 高 了 公 共 文 化 场 馆 的 服 务 效
能。③9

□本报记者 李鹏

金猪闹春，“心”意满满。这
个春节，如果您打开河南日报客
户端，一定会发现“端”上热闹非
凡，正被各种造型别致的“比心”
创意短视频和图片刷屏。这是河
南日报客户端集 2000 万用户之
力打造出的“新年比心用心追梦”
主题互动微传播活动。

春节是中国人最具生活仪式
感的节日，今年，河南日报客户端
继续采用了“众筹新闻”的方式，
开设春节互动直播页面。此次主
题互动微传播活动自 2月 3日上
线以来，引发广大网友和社会各
界的参与热情，围绕团圆、欢笑、
甜蜜、责任、希望、自豪六大主题，
网友们不断上传照片和视频。

在网友分享的“比心”照片和
视频中，有回家路上的归心似箭，
有阖家团圆的心满意足，有亲密
爱人的心心相印……

而以“追梦”为落脚点，“新年比
心”活动还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关于
责任、希望和自豪的故事：漫天风雪
中，志愿者们送出爱心粥，让温暖在
人与人之间传递；值班岗位上，民
警、列车员，用坚守、担当和责任心，
让广大群众放心过个好年……

而“众筹新闻”也让全媒体传

播的独特优势充分彰显。面对无
比丰富的“比心”素材，河南日报
新媒体在精选推送、矩阵分发上
下功夫，最大限度地提升春节直
播的传播效果。

截至 2月 10日 14时，已有千
余网友上传包含各种“比心”造型
的图片、视频，总计达 2000余条。
河南日报“两微一端”通过滚动直
播、话题互动等多种形式直播记录
河南人的春节，相关报道的总页面
浏览量已接近100万人次。

有网友留言点赞：今年是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党报党端过大
年传递正能量开了个好头，把春
节与家国情怀相结合，全媒体传
播，让“心”飞扬！③9

今年春节特有文化味儿
（上接第一版）“开微信公众号、建
网上销售平台，让咱山里的五谷
杂粮销往全国。”在北京工作的张
瑞建议。

“农村的孩子条件差，上大
学、读研更难。我在做一个项目，
希望有机会能让我们山里的孩子
走出去，多接触外面的世界，开阔
眼界。”张雅斐是位博士，毕业于
香港一所大学，她表示将力所能
及地帮助山里的孩子们。

“我是在外打工的，我也不能
为家乡办啥大事，我就多带些人来
家乡旅游，多宣传咱家乡。”一位小
伙子朴实地说。返乡人员嗑着瓜
子唠家常，话题转向农村环境卫生
整治：“我们返乡人要多影响身边
人，先把家庭的环境卫生搞好。”

“说得好！村里今年要评选文明
户、园林庭院，明年这时候咱选出
一批典型来。”李国振接过话茬。

从养老、医疗，到康养基地建

设；从脱贫致富，到发展旅游；从
基层党建，到发挥共产党员模范
作用，这些从大山走出的游子，把
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和专业的好做
法、新思路一一道出。座谈、观摩
项目持续到下午两点多，大家还
意犹未尽。

“ 为 什 么 我 的 眼 里 常 含 泪
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赵晓红引用艾青的诗句，表达自
己的心情。她说，南岭山美、水
美，人更美，南岭不缺优美的自然
环境，南岭缺的是人才，缺的是理
念的碰撞。人才在哪里？就是要
外面引人才，自己培育人才，深挖
潜力找人才。

人勤春来早。正月初二，南
岭新村便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的紧迫感，谋划新一年发展的大
盘子。这种广纳贤才、求贤若渴
的姿态，也让南岭群众看到了脱
贫致富、山乡巨变的希望。③4

小山村谋划大发展

河南日报客户端“新年比心”特别策划
陪伴 2000万用户过大年

心随梦走 爱在“端”留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2月 3
日，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经企业
申报、各市推荐、联合评审、对外公
示，省商务厅、省财政厅、国家税务
总局河南省税务局、郑州海关、国
家外汇管理局河南省分局决定认
定河南豫满全球跨境电商发展有
限公司等7家企业为2019年度“河
南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据悉，
这是我省首次认定外贸综合服务
企业（以下简称“外贸综服企业”）。

根据省商务厅的公告，这7家
企业包括：河南豫满全球跨境电商
发展有限公司、平高集团国际工程
有限公司、郑州市联钢实业有限公
司、河南省进口物资公共保税中心
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市宝聚丰实业
有限公司、河南省轻工业品进出口
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奥维迅实业有
限公司。省级外贸综服企业将致力

于服务中小微企业外贸发展，着力
打造专业化服务团队，完善线上服
务平台功能，整合优化业务流程，延
伸服务链条，提升服务水平，加强风
险控制，为客户提供专业、规范、风
险可控的全流程外贸进出口服务。

记者了解到，商务系统将协
调相关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制、
商业可持续前提下加大对省级外
贸综服企业的信贷支持，探索通
过省级外贸综服企业把进出口银
行政策性金融普惠到更多外贸小
微企业；会同出口信用保险机构
支持省级外贸综服企业加强资信
调查和评估，为省级外贸综服企
业量身定制差异化承保方案；积
极推动省级外贸综服企业线上服
务平台与中国（河南）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对接联通，逐步实现
相关业务在线办理。③8

我省认定首批
7家外贸综合服务企业

河南日报客户端网友在郑
州东站等车时送上“比心”祝
福。②26 本报记者 蔡迅翔 摄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2月 10日，大年初六，全国人大代
表、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院长李亚萍
已经开始了调研之行——到魏都区文
峰社区托老站，为在今年全国人代会
上提出高质量的建议和议案做准备。

“要当好百姓的代言人，大量的工
作其实在会前。”她说，“深入基层是人
大代表履职的关键，只有来到基层，看
问题的角度才更精准。”

在文峰社区托老站，装有空调的
大厅里暖意融融，10多位老人相聚于
此，有说有笑。“咱们的托老站都提供

哪些服务？收不收费用？”李亚萍问得
仔细，托老站负责人于大红答得认真：

“这里可以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书
画阅览、棋牌娱乐、康复保健等多种服
务，而且我们的服务项目是免费的。”

文峰社区有 60岁以上老人 1700
多人，占辖区人口总数的19%；社区托
老站建筑面积 710平方米……李亚萍
把相关数据一一记在了笔记本上。

春节假期，李亚萍一直像这样“忙
并快乐着”，走社区、听民声、整资料，明
察、暗访、调研、座谈……作为连续两届
的全国人大代表，李亚萍在深入了解社
情民意的基础上，提出了多项建议和议
案，涉及科技创新、质量强国、人才培育

和养老服务业发展等多个领域。在她
眼里，老百姓关心的、需要的、盼望的，
就是人大代表应该关注的。

人大代表如何统筹处理好履职尽
责与本职工作的关系？李亚萍说，关键
要站位全局想问题，联系实际找答案，
把富有含金量的建议和议案提出来。

李亚萍先后主持或参与制定了40
多项国家标准、国际标准，是第一位担
任国际电工委员会继电保护技术委员
会主席的中国人，对质量强国和标准
化建设的紧迫性有着清醒认知。在责
任感的驱动下，由她领衔提出关于修
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议
案，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充分肯定，
将之纳入了立法规划，也使她实现了
本职工作与人大代表履职工作的完美
融合。

“新年要有新气象、展现新作为。”
李亚萍说，要履职尽责，不辱使命，用
奋斗展示人生价值，做努力奔跑的追
梦人！③9

当好百姓代言人

身材中等，短发清爽，笑容亲和，55 岁的

李亚萍，集温婉知性和干练大气于一身。

作为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的“领头雁”，

她工作时有一种“要做就做最好”的拼搏精

神，对待业务精益求精，直至荣获国际电工领

域的“诺贝尔奖”——托马斯·爱迪生奖；作为

全国人大代表，她带着强烈的代表意识、责任

意识，提出的议案和建议既有高度，又接地

气，做到了“问题准，质量高，效果好”，用行动

诠释着职责与使命。

谈及家庭，她的眼中满是柔情；论及事

业，她的双眼炯炯有神；说起贫困留守儿童的

苦楚，她的眼角带着泪珠……

“做人民的好代表，当百姓的代言人。”这

是李亚萍作为人大代表践行的诺言，更是她

履职尽责的不竭动力。③9

记者手记

赤心履职为民情

新春走基层
——代表委员履职记

2月 10日，郑州火车站职工在站台清理积雪。当日，我省多地降下中到大雪，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
限公司组织干部职工深入一线扫雪除冰、巡视、检查维修设备，确保旅客安全顺利出行。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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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5日，鄢陵县马坊镇“忆苦思甜”
博物馆内，村民为孩子们讲解馆藏实物，让
他们通过参观、互动等方式了解农耕文化、
丰富寒假生活。⑨3 牛书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