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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田宜龙 通
讯员 张锐鑫）5 月 6日，记者从洛阳中
信成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获悉：中国首
台检测精度达到3微米的320千伏微焦
点工业锥束 CT机日前在该公司下线，
核心性能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一间红白相间、面包车大小的金
属防护箱体内，黑色射线源正对准平
台上工件悄无声息扫描，高清晰三维
图像在电脑上逐渐清晰……记者在中

信成像公司看到，新下线的工业锥束
CT机正在为航空发动机叶片“体检”。

“其探测精度最高达3微米，相当于
一根头发直径的约 1/10。”中信成像公

司项目经理李先坤说，其射线可穿透 7
厘米铁板，最大检测品尺寸可达直径60
厘米、高度40厘米。

据了解，工业锥束CT技术可以实现

对工业零部件的无损、快速、精确检测分
析。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2012年以来我国工业CT成像技术检测
系统行业市场规模年均增长20%以上。
中信成像公司成立于去年 8月，由中信
重工、郑州信大先进技术研究院、洛阳市
涧西区人民政府三方共建，主要从事工
业 CT产品及新型安检设备的研发、制
造、销售及无损检测等业务。

中信成像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工业锥束 CT机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
在航空航天领域，能够准确获得零部
件内部的三维结构；在精密电子领域，
可对电路板进行无损成像检测；在考
古领域可对文物进行无损透视，实现
对文物各组成部分位置判定、尺寸测
量、密度测量、逆向仿制。他表示，“公
司将进一步开展工业锥束 CT、安检
CT两大智能设备及系统的研制，带动
三维图像虚拟仿真、数字化检测软件
开发、AI图像识别等技术研究成果转
化，建设集工业 CT 产品设计、生产制
造、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于一体的创
新型现代产业基地。”③5

中国首台3微米级工业锥束CT机在洛下线

检测精度达头发直径的十分之一

图为 2月 27日，技术人员正在对首台320千伏单源单探工业CT设备（图
片中玻璃门窗后红色房子单元）进行紧张调试。 魏星 摄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何可）
召开武术学校专项治理工作动员
大会，查处黑中介，成立 11 个专
项工作组，建立武校“黑白名单”
制度……连日来，“功夫之都”登
封市采取一系列行动，开展武校
专项治理，力争早日取得切实的
治理成效，回应社会关切，保障该
市武术产业依法依规高质量发
展。

记者 5月 6日了解到，登封市
在接下来的 4个月里，将对全市武
术学校“提升一批、规范一批、整合
一批、取缔一批”，以全面提升武术
学校管理水平。据了解，登封市将
向所有武校派驻党建指导员和第
一书记，全面加强对武校管理的党
建引领；正研究制定武校教练从业

标准、健全教练教师准入制度，并
将探索建立教练员“黑名单”、武校

“黑白名单”制度；将加强校园暴力
与校园欺凌监管力度，落实武校视
频监控探头全覆盖并与公安监控
系统对接联网；按照“提升一批、规
范一批、整合一批、取缔一批”的部
署，对经过专项治理仍不符合办学
条件的武校，将依法依规取缔，目
前已取缔非法武校 6 所。为实现
对武校管理的监管覆盖、制度执
行、应急防范“三到位”，登封正开
展“六员进校园”活动，即为每所武
校配备一名法制辅导员、一名公安
联络员、一名消防指导员、一名视
频监督员、一名护校巡防员、一名
心理疏导员。目前，公安联络员已
全部配备到位。③8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珍藏
着一张工作证。泛黄的内页上写
着：上海电力公司兹证明王孝和为
本公司工人……

王孝和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
员。解放战争时期，这位中国工人
阶级的杰出代表积极组织工人参
加罢工斗争，最终在敌人的刑场上
英勇就义。

王孝和原籍浙江鄞县，1924
年生于上海。1938 年，考入上海
励志英文专科学校。1941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1943年进入美商上
海电力公司。1946年 1月，上海电
力公司发生大罢工，王孝和积极组
织工人参加罢工斗争。1948 年 1
月，王孝和当选为上海电力公司工
会常务理事。上海电力公司党组
织为了加强对工会的领导，将工会
内的 5名党员理事组成党团，由王
孝和任党团书记。在王孝和的带
领下，上海电力公司工人在同国民
党上海反动当局的斗争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4月 21日，由于叛徒出

卖，王孝和被国民党反动军警逮
捕。

敌人从王孝和那里什么也没
有得到，便将他判处死刑。面对死
刑，王孝和坚定地说：“死无所惧，
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同敌人斗争。”
9月 30日上午，王孝和在提篮桥监
狱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4岁。

那时，王孝和已是一位年轻的
父亲。在王孝和坐牢时，他家中的
妻子已有孕在身，这是他们的第二
个孩子。“我的名字就是父亲在狱
中为我起的，他在写给母亲的遗书
中说，‘未来的孩子就唤他叫佩
民！’”王佩民是王孝和的小女儿，
从未见过父亲的她，对王孝和的认
知就来自于一张张历史照片，一封
封父亲在狱中写给母亲的家书。

在女儿心中，王孝和对家庭充
满爱，但为了党的事业，他可以牺
牲一切，父亲以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谱写的革命者之歌，激励着后人为
祖国建设事业不懈奋斗。

（据新华社上海5月6日电）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推动武术行业高质量发展

登封开展武校专项治理

王孝和：无所畏惧的工人阶级代表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屈会超

5 月 6日下午，刚走进河南师范大
学音乐舞蹈学院教学楼，耳畔就传来
一段华丽的男中音，宛如天籁，直击心
灵——这是河师大特聘教授保罗·科
尼（Maestro Paolo coni）在进行示范
教学。

保罗·科尼，意大利著名的世界级
男中音歌唱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享
誉全球，曾扮演过多达 86个歌剧角色，
被意大利政府授予终身艺术成就奖和

“威尔第世界艺术大使”称号，意大利还
专门为他设立了国际声乐比赛。

这样一位大师级歌唱家，4年多前
辞去意大利国立费拉拉音乐学院声乐
系主任职务，来到河南新乡这座中部城

市，走上了河师大的三尺讲台。
通过助手的翻译，保罗·科尼告诉

记者：“是河师大师生对声乐艺术深深
的热爱与执着追求打动了我。”

2009年 1月，由世界著名三大男高
音之一鲁契亚诺·帕瓦罗蒂的亲属授
权，全球第一个以帕瓦罗蒂名字命名的
音乐艺术研究机构——帕瓦罗蒂音乐
艺术中心，在河师大正式成立。

作为帕瓦罗蒂生前好友，保罗·科尼
一直关注着帕瓦罗蒂音乐艺术中心的发
展。2014年，他在南阳举办讲座时，结识
了河师大音乐舞蹈学院院长段续，便毫不
犹豫地接受了段续的邀请。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没有错，我现在
已经从内心爱上了河南，爱上了河师大，
这里给了我家的感觉！”保罗·科尼说。

爱上一个地方，首先是爱上那里的

人。几年来，河南人的热情、友善和厚
道，给保罗·科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
别是很多孩子，见到他都主动“要抱
抱”，让他心里总是暖暖的。

其次是美食。保罗·科尼在工作的
间隙，去过开封鼓楼夜市、洛阳老城十
字街、新乡西大街等多个美食街，烩面、
胡辣汤、鸡蛋灌饼……河南的小吃，没
有他不喜欢的！

第三是工作。河师大专门成立了
保罗·科尼歌剧中心，为保罗·科尼提供
工作上的便利。保罗·科尼成为新乡第
一个持“中国绿卡”的外国人。

保罗·科尼将意大利美声唱法系统
地传授给师生，已为河师大培养了15名
青年教师和近百名本科生、研究生，让
河师大美声教学水平快速提升，在国内
高校产生了很大影响。

2015年，河师大开始举办“保罗·科
尼”歌剧声乐大赛，由保罗·科尼和其他
国内外顶级专家担任评委和导师，吸引
了来自中央歌剧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
音乐学院等全国各大音乐院校、剧院的
青年歌剧演员前来参赛。如今，该比赛
已成功举办五届，成为中国美声唱法领
域极为重要的赛事。

保罗·科尼透露，他和河师大及意大
利的同事正在联合创作歌剧《丝绸之
恋》，借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传递中意友
谊，目前剧本故事架构已经完成。

“我的太太是一名钢琴家，她也放
弃了原来的工作来到了新乡，现在我们
全家都是‘新乡人’！”保罗·科尼说，“我
是一名歌唱家，我要用我的歌喉赞美中
意友谊；我也是一名河南人，我要为河
南的艺术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③5

□本报记者 张莉娜

5月的鲜花开满中原大地。享有
花都盛名的鄢陵，更是花香满城。

5月 8日，这里将迎来一个农业行
业的年度盛会，“亿增”杯河南省首届

“双向大增产”科技联盟启动大会将从
这里起航。

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举
国关注，以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三农”
工作高质量发展势在必行。

本次活动由河南电视台新农村频
道特联合河南万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共同举办，将使广大农户代表进一步了
解国家农业政策，学习先进的种植技术
和管理模式，掌握农业科学新技术，达到
科学种田、大幅度增产增收的目的。

惠农政策共分享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
农’工作的总抓手。幸福是奋斗出来
的，我们通过这样的盛会，保持与农民

群众的生活、生产密切联系，解决‘三
农’问题，助力乡村振兴。希望通过各
方努力，出现乡村更美、村民更富、日子
更红火的美好画面。”主办单位有关人
士告诉记者。

在本次盛会上，有许多优惠措施出
台，参会代表不仅可以优先享受各种惠
农补贴、技术服务以及农副产品优先收
购等一系列优惠政策，还能了解学习作
物“双向大增产”核心技术，保证作物稳
产、高产、大增产，切实提高广大农户的
经济效益。另外，参会人员可以参加河
南电视台新农村频道举办的各项学习、
培训及参观大型农业产业化基地等活
动，并优先成为河南万龙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VIP会员，享受“双向大增产”套餐
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业界大咖齐登场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农民更渴望
现代农业科技融入他们的生产、生活。

据悉，在本次盛会上，很多业界大

咖将和与会者分享行业领域的“干
货”。行业带头人、河南万龙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关东来将以“万龙
的中国梦”为主题，和与会代表分享使
用“亿增”增产增收的生动案例，带领
大家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著名农业产业化专家张梦林将通
过演讲，带领大家进入国际化视野，学

习先进的农业种植模式。
“亿增”模式化高产管理专家、《老毛

话农业》总编毛国富将带领大家分析大
农户种地不赚钱的具体原因，并讲解“亿
增”增产套餐在小麦、玉米、花生三大作
物上的增产方法，让更多农户获得最大
收益。同时，还将分享农作物病虫害的
预防以及推广“亿增”等心得。

“亿增”助力美丽乡村

实施乡村振兴，同享美好新时代。
早在 2010年，河南万龙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成立伊始，便制定了品质为
先、效果制胜的管理体系，以雄厚的技
术实力、完善的检测手段、创新的营销
模式，为农民朋友提供最优质的产品
和最完善的服务。

“亿增”是万龙公司 2016 年年底
推出的一款优势产品，由世界新型保
健增产型杀菌剂、新型植物生长调节
剂、27种纯中药螯合制剂以及独特的
植物健康协调剂等核心科技成分科学
集成。据悉，“亿增”具有八大核心性
能：促进作物根系发育，尤其是新根和
根毛生长；增强植物光合作用，促进营
养物质的合成；增强作物对高温、霜
冻、盐碱、旱涝等不良环境的抵抗能
力；增强作物免疫力，预防多种病虫
害；保健保鲜，保花保果，活秆成熟不
早衰；自动调节作物营养生长和生殖

生长；降残留、解药害、抗重茬，大幅度
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

同时，“亿增”通过强力激发植物
内原动力和潜能，科学调节植物自身
新陈代谢节奏，从而大幅度提高作物
产量。一般增产 30%以上，真正实现

“谷香果甜菜有味”，挑战增产极限。
三年来，经过在河南、山东、河北、

安徽、湖北、新疆等地大面积推广应
用，证明“亿增”在小麦、玉米、水稻、花
生、大豆、辣椒、大蒜、土豆、红薯、冬瓜
以及西瓜、甜瓜、西红柿等瓜果蔬菜和
中药材上的增产提质效果非常突出。

大幕开启，唱一曲丰收的赞歌——
在5月 8日召开的本届盛会上，与

会代表将从中学习农作物专业种植管
理技术，借助“亿增”的科技力量，让老
百姓真正实现增产增收的致富梦。

我们相信：在建设美丽乡村、实现
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路上，用事实说
话的“亿增”将勇于担当、坚定前行托起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美好愿景。

花都鄢陵迎盛会 五谷飘香话丰年
“亿增”杯河南省首届“双向大增产”科技联盟启动大会5月8日将在许昌鄢陵启动——

丰收的喜悦

一位意大利歌唱家的“河南情”
综合新华社 5 月 6 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
落实督察工作规定》，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
执行。

《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
察工作规定》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
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自 2019
年 4月 15日起施行。

《规定》共分为三个部分，六
章 35 条。第一部分是总则，即第
一章共 5条，明确了制定目的、指
导思想、适用范围、工作原则、督
察主体等。第二部分是分则，包
括第二至第五章共 28 条，主要对
督察工作作出实体性和程序性规
范。第二章“督察对象和内容”，
规定对地方各级党委及其主要负
责人、地方各级政府以及县级以
上政府部门及其主要负责人、党

政机关工作人员推进法治政府建
设进行督察的主要事项。第三章

“督察组织实施”，规定督察计划、
督察方式、督察措施、督察反馈和
整改、督察工作人员行为规范等
督察工作机制。第四章“年度报
告”，规定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
的 范 围、内 容、公 开、评 议 等 问
题。第五章“责任追究”，规定追
责依据、追责事项、追责方式、妨
碍督察行为的处理等问题。第三
部分是附则，即第六章共 2条，主
要规定相关补充事项。

中办国办印发《法治政府建设
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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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 日，孟津
县送庄镇农户在采摘
已成熟的袖珍西瓜。
近年来，当地农户采
用温室吊挂种植袖珍
西瓜，目前种植面积
达 2000 亩，有力带
动了当地农民增收致
富。⑨3 黄政伟 摄

袖珍瓜
卖得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