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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中随风摆动的输

电线路是他的“舞台”，在

不停电情况下检修高压输

电线路是他的工作。他是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检修

公司输电检修中心带电作

业技术专责陶留海。因操

作难度大、危险系数高，带

电作业也被称为“在刀尖

上跳舞”。

继荣获 2018“感动中

原”十大年度人物后，4月

26日，41岁的陶留海又作

为“河南省劳动模范”代表

接受表彰。

创客心语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很多鼓

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优惠政策，

在家乡的热土上同样能干出一番

事业，十几年的实践也一再证明，

故乡是我事业发展最肥沃的土

壤。眼下，脱贫攻坚已进入“啃硬

骨头”的冲刺阶段，能为家乡脱贫

尽一份心，为社会发展担一份责，

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我感到无

比幸福和充实。③6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整理）

——返乡创业正当时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

在焦作市澧通管业有限公司生产
厂房内，一条条生产线繁忙运行，工人
正为一批批来自省内外的订单赶工。

“这是老厂区，一共有8条生产线，
每天生产近14吨通水管、阻燃管、地暖
管等 10多个品类的产品，主要销往河
北、山东、山西、湖北等地区，还出口到
俄罗斯。”澧通管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功平敦厚朴实，心里揣着一本“账”。

1999年大学毕业后，王功平来到
苏州“闯世界”。他先是在一家机械加
工厂跟老师傅学手艺，一干就是两
年。定设备、跑市场、帮客户调试机
器，东奔西走，整天忙忙碌碌。

2002年，王功平曾经服务过的客
户找到他，希望跟他合伙办厂。“他们
主要是看中了我们河南人身上这股子
能干事、肯吃苦的韧劲。”王功平说。
当年，由王功平和合伙人一起创办的
机械公司在浙江绍兴落户，随着城镇
化建设的加快，各种用途管道需求旺
盛，王功平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还是家乡好。”王功平说，除了回
来尽孝道，还有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
力，带领乡亲们致富奔小康。

2004年，王功平在老家修武县王
屯乡周流村租了一块地，做塑料管道
生产装配。“赶上了好时候。现在的政
策好，政府对我们回乡创业非常支
持。”王功平说，这些年县里帮助解决
了很多实际问题。

2009年，王功成买下了现在的厂
房，建成 3条生产线，后来又增加到 8
条，职工增加到 50 余人，年产值达
7000万元。而随着占地 70余亩的新
厂房拔地而起、20条生产线达产运行，
企业的生产规模继续扩张。

致富不忘桑梓。为解决困难群众
就业问题，他定向为困难群众组织招
聘会，为 45名贫困群众提供了就业岗
位。与老厂一墙之隔的是修武县第二
敬老院，逢年过节，王功平总是带着鸡
蛋、牛奶、面粉去“串门”，跟老人唠嗑
话家常，帮老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多年来，王功平先后资助了5名贫
困学生。同时，在企业内部设置困难职
工救助基金，为孩子考上本科的职工补
助 1000 元、考上大专的补助 500 元。
目前，已发放补助金3万元。③6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4 月 29
日，记者从郑州市公安局获悉，按照
国家移民管理局的部署和要求，即日
起，郑州市各出入境接待大厅开通

“绿色通道”，为紧急出国出境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工程、重要合
作、重大项目的或者参加“一带一路”
有关会议、活动的中国公民，以及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员工，提供

“加急办证”“加班办证”“集中办证”
服务。

郑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有
关负责人介绍，对办证人员较多的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企业，公安机
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应企业需求，在
办证大厅临时开设专门窗口，为其
员工集中办理。对应邀来华参加

“一带一路”重大活动、重要会议以

及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的外国人，因
紧急事由来不及办妥来华签证的，
可凭中方主管部门证明材料，申办
口岸签证。来华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重点工程、重要合作、重大项目需
在华居留的外国人及其配偶和未成
年子女，因工作、学习、家庭团聚事
由需在华居留的，根据相关事由证
明材料和个人需要，公安机关出入
境管理部门提供快捷签发居留证件
便利，签发时限由 15个工作日缩短
至5个工作日。

如遇紧急情况，上述人员在工作
日需要加班办证的，郑州市各出入境
接待大厅推出延长时间加班办理服
务措施；在非工作日需要加班办证
的，可以拨打0371—69625988提前
预约。③3

本报讯（记者 宋敏）河南对外开放
通道建设再获新突破。4月 29日，记者
从南航河南公司与河南机场集团联合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6月 25日，
南方航空将开通郑州至伦敦直达洲际
定期客运往返航线，旅客可通过希思罗
机场中转往返卢森堡。这是郑州机场
首条直达西欧的定期客运航线。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支
持建设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
两周年。多年以来，河南旅客前往伦敦
需经北京、上海等地中转，特别是到卢
森堡至少需要途经两个中转地，给出行
带来诸多不便。为弥补客运发展的短
板，在省委、省政府和中国民航局的大
力支持下，南方航空确定于6月 25日开
通郑州至伦敦直达洲际定期客运往返
航线，这也是南方航空在河南开通的首
条洲际直飞客运航线。

郑州至伦敦航线每周二、周六各飞
一班，航班号为CZ653/4，采用波音787
机型执飞，飞行时间10至 11个小时，具
体时间为：郑州16：10起飞，20：10到达
伦敦；伦敦 22：10 起飞，第二天 15：20
到达郑州（均以当地时间为准）。同时，
南方航空已与英国航空签署代码共享

合作协议，英国航空每天有两班伦敦至
卢森堡往返航班，在开通郑州经伦敦至
卢森堡代码共享航班后，旅客可通过希
思罗机场中转往返卢森堡，并享受到更
加便捷、丰富的服务，比如不用重新托
运行李，可享受一体化的中转服务、优
惠的环球票价、共享的休息室等。今
后，南航还将适时开通郑州直达卢森堡
的国际客运航线。

近年来，河南与卢森堡“双枢纽”建
设取得丰硕成果，“空中丝绸之路”越飞
越广。河南机场集团有关负责人说，郑
州至伦敦国际客运航线的开通，将进一
步畅通河南联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空
中通道，为河南与英国、卢森堡等欧洲
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提供
便利。

2019 年，郑州机场计划完善亚洲
及地区航线，新开郑州至柬埔寨西哈努
克港、马来西亚吉隆坡和缅甸曼德勒、
仰光以及中国台湾高雄等航线；增开远
程洲际航线，新开郑州至洛杉矶等洲际
客运航线。未来 3年，郑州机场将在现
有航线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亚洲地区
航线，逐步开通郑州至欧、美、澳等其他
枢纽航点的客运航线。③8

行走云端的“刀尖舞者”

“当前风速 7米/秒，湿度 70%，符
合带电作业条件。”4月 27日，位于固
始县的±800千伏特高压灵绍线2144
号塔带电作业现场，陶留海再一次确
认环境状况。用他的话说，“每一次登
塔都是对生命的考验，不容许有任何
疏忽”。

±800千伏特高压灵绍线是我国
重要的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在运行

检查中，工作人员发现某导线引流板
存在发热缺陷，如不及时处理，随着天
气转暖、气温升高，该输电线路有跳闸
的可能。

“此次作业接触的电压等级高、困
难大，对技术、装备和作业人员素质要
求极高。”陶留海说，输变电检修人员
要爬上高达70米的铁塔，先安装吊篮
等乘坐工具，然后在空中“走钢丝”到
达缺陷位置，以规定技术动作完成消
缺任务。

此次消缺采用了填补国内空白的
欧姆型电位转移棒。“这是我们在实践
中不断总结经验、自主研制的型号，可
有效防止接近导线时产生的电弧对身
体造成伤害，提升了带电作业中人员
的安全性，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使用。”陶留海说。

特 高 压 ，相 当 于 电 网 中 的“ 高
铁”，可以将能源基地的能源以电流
的形式快速输送到负荷中心。随着
河南电网在全国率先迈入特高压混
联运行新时代，守护好电力“高速
路”，成为陶留海等运维检修人员肩
头最重的担子。

“工作就要从最难的地方做起，让
世界级难点变成亮点。”陶留海勇当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与其团队率先完
成了 1000千伏晋东南—南阳—荆门
特高压交流输电线路、±800千伏天
中直流特高压输电线路的首次带电检
修。

参加工作 21年来，陶留海累计开
展带电作业 450 余次、3400 余小时，
实现了作业零差错、零事故，为全省多
供电量 100亿千瓦时，增加社会经济
效益近200亿元。

技校走出的“国字号”专家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
技术能手、河南省十大能工巧匠……
如今，陶留海多项荣誉加身。

让人意外的是，这样一个超、特
高压带电作业领域的高精尖人才，
却不是科班出身，更没有让人羡慕
的高学历。陶留海技校毕业后当了
一名普通的送电工，从一名送电工
到特高压运维技能专家，他是怎样
做到的？

热爱学习、喜欢钻研是陶留海最
大的特点。“陶哥对电力专业知识的学
习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同事马志
说，他去过陶留海的卧室，“那简直就
是个电力书库，满满两大柜子的专业
书籍，床边、门后也全是书。”

2018年 5月 26日，位于北京昌平
的中国特高压直流试验基地内，陶留
海及其团队历时两年研发的±1100千
伏特高压带电作业核心关键技术——
屏蔽服，正式进行带电实际操作，成功
接受目前世界上最高电压等级输电线
路试验线段的挑战。

这一切都是为即将投运的昌吉—
古泉±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
路工程做准备。“世界最高等级，意味
着超越现有电力技术标准和项目管理
经验，没有任何运维经验可以借鉴，必
须提前着手应对。”陶留海说。

他们先后成功研制了专用屏蔽
服、电位转移棒、绝缘拉棒等带电作业
防护用具和工器具，填补了带电作业
系列关键技术世界级科技空白，并经
中国电科院检测及现场试用，具有灵

活实用、可靠方便的特点，能够满足现
场作业和安全需要。

创新奉献的“时代工匠”

今年 3月，陶留海受邀到江苏徐
州参加 2019年电力行业输配电技术
协作网带电作业专家委员会会议，并
作为牵头人负责全国输电线路和变电
站带电作业新技术、新方法、新工具的
收集整理、推广应用工作。

“这反映了河南运维检修的专业
实力，奠定了河南电力在全国特高压
带电作业领域的地位。”陶留海说，我
国是目前唯一掌握特高压带电作业装
备技术并投入实际应用的国家，在特
高压输电线路带电作业关键技术参
数、个人安全防护、作业方法、工器具、
标准体系、培训体系等方面，都走在了
世界前列。

据悉，他发明的绝缘士字梯、特高
压耐张绝缘起吊支架等带电作业工具
在全国推广应用；他参与制定带电作
业技术国标 1项、行标 4项，获得发明
专利 13项，实用新型专利 34项。值
得一提的是，陶留海还兼任国家电网
公司特高压带电作业理论讲师和实操
培训讲师，累计培养特高压交直流输
电带电人才500余人。

“感谢这个时代，没有国家的发
展和强盛，没有特高压电网发展提
供的机遇和挑战，也不会有我的今
天。”陶留海说，河南特高压电网正
实现井喷式快速发展，他要把河南
在特高压输电带电作业领域取得的
经验和成果，向全国推广、向世界推
广。③3

“故乡是我事业发展最肥沃的土壤”

“空中丝路”开放通道建设取得新突破

郑州至伦敦直达洲际定期客运往返航线将开通
往来“一带一路”沿线
可享出入境便利服务

让世界级难点变成亮点
□本报记者 宋敏

4月 28日，郑州市二七区“廉洁教育村村行”专场活动在侯寨乡侯寨社区党
群服务活动中心举行，来自二七区各镇（街道）纪工委书记、部分社区负责同志
200余人参加活动。现场开展的“重温入党誓词”“对话村干部”等活动为大家上
了一堂生动的廉政廉洁教育课。⑨6 田甜 邱晔 摄

4月 28日，在中信重工汽轮机装配车间，工人正组装一台30MW工业高效高速汽轮机。该企业瞄准市场需求，持续提升余热余能循环利用发电装备的研发
和制造能力，两年来共研发出6MW到30MW等十多个工业高效高速汽轮机产品系列，产品远销印尼、哈萨克斯坦等东南亚和中亚国家，提高了企业的国际市场
占有率和盈利能力。⑨6 黄政伟 摄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 孟向东）距
离独山玉产地独山直线距离仅 2.5 公
里的黄山新石器遗址，在最新一轮的
考古发掘中给了人们一个大惊喜：在
该遗址发现了玉石器加工作坊和生活
遗迹，出土了丰富的玉石器、陶器、骨
器等文物。4月 29日，国内近 20名新
石器考古专家走进黄山遗址现场考
察。专家认为，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
年代最早的玉石器制作大型聚落，其
体量之大、结构之复杂、保存之完好，
国内罕见，填补了中原地区新石器时
代玉器作坊遗存的空白。

在南阳城北约 5公里的卧龙区蒲
山镇黄山村北，一处高出地面二三十
米的小土丘十分醒目，这里便是发现
于上世纪 50年代的黄山遗址。考古
发掘领队、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马俊才介绍，2018年 5月，经国家文物
局批准，我省对黄山遗址进行了主动
性考古发掘。

29日上午，考古专家走进黄山遗
址发掘现场时都被深深震撼了：映入
眼帘的是两座面积均在 120平方米以
上的仰韶文化晚期房址，其中一座是3
套一室一厅的“标准套间”，功能分区
明显；此外，在房子一侧还发现了玉
料、玉器半成品和成品、下脚料，以及
石钻、砺石等制玉工具，基本可以还原
5000 年前的玉石器制作工艺流程。
专家们由此推测，房屋或是家庭成员
居住，或是工匠宿舍。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方

向明兴奋地说，这里的堆积有 4米以
上，真是了不得。

“这是一处仰韶文化时期的典型
建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说，
黄山遗址的特殊之处在于，这是一个
专业的玉石器制造场，为研究当时的
手工业制作、社会结构、社会经济活动
提供了重要依据。

专家认为，黄山遗址处在江汉文
化区与中原文化区交界处，这些发现
说明5000年前这里交流频繁，已经成
为两大文化交汇的玉石器加工中心。

除了发现大型玉石器制作中心聚
落外，考古人员还清理出一批屈家岭
文化墓葬遗迹。这些墓葬排列有序，
方向一致。

其中，编号为M18的大墓引人注
目：左手执弓、右手握玉钺，手边堆放
着骨质箭镞，脚上铺着 18 块猪下颌
骨……墓主的身份引发众多猜想。

在马俊才看来，随葬猪下颌骨作为
典型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墓葬习俗，象征
着墓主生前的财富和地位。“弓箭、玉钺
和数量如此之多的猪下颌骨，表明墓主
人生前拥有权力、财富。结合其他墓葬
发现，我们推测这是目前在豫西南乃至
汉水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高等
级氏族墓地。”马俊才说。

山东大学考古学教授栾丰实表
示，墓葬情况表明当时社会已出现分
层，开始有了财富观念，墓主人应属于
社会上层管理人员。③8

中国最早玉石器制作大型聚落
现身南阳

黄山遗址出土的玉石器工具。②10 温小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