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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通讯员
杨德坤 董洁 牛明远）4月 30日，河
钢集团舞钢公司第一轧钢厂里，48
岁的轧钢乙班班长任亚强手握操作
柄，眼睛紧盯着玻璃窗外的轧制平
台，一丝不苟。

伴着烈焰滚滚、机声隆隆，在轧
钢车间一干就是 28年的任亚强，从
一名普通学徒成长为舞钢首批轧钢
高级作业师。在刚刚落幕的平顶山
市第二届“鹰城大工匠”评选中，他脱
颖而出。

1991 年，20 岁的任亚强从舞钢
技校毕业，分配到舞钢公司一轧钢
厂轧钢车间当学徒。为提高技能水
平，他口袋里随时装着笔记本。轧
制特殊钢、新品种钢，师傅们选择什
么样的轧制参数；遇到突发问题，师
傅们用什么方法又快又好地处理，
他都细心地记录下来。5年间，他记
了 18本笔记。下班后，任亚强捧着
轧钢专业书“啃”了一本又一本，在

“细嚼慢咽”中，用心领悟轧钢工艺
的要点。

笔记本越记越厚，书越读越多，
任亚强的轧钢技术也日渐高超。他
攻克了几十种品种钢的轧制工艺瓶
颈，先后发明了大厚度钢板和高强
度钢板控制轧制速度及压下量等多
种先进操作法。2008 年至 2018 年
的 10 年间，任亚强累计轧出钢板

120.7 万多吨，创造了个人锭材成材
率 指 标 73.57% 、坯 材 成 材 率
91.03%、一次性能合格率 97.33%的
舞钢公司历史最好指标，每年创效
600多万元。

但任亚强并不满足，他常对工
友们说的一句话是：“我们要干别人
干不了的钢”。

大 厚 度 20MnNiMo 钢 是 国 产
大飞机配套项目中的核心设备——
世界最大 8 万吨大型模锻压机用钢
板。当时该钢板在国内是首次生
产，攻关任务落在了任亚强身上。
为攻克轧制工艺瓶颈，任亚强连续
半月坚守在岗位上观察，大胆提出
工艺改进方案，最终圆满完成任务。

2016年，“任亚强轧钢技术创新
工作室”成立，专门负责攻克轧钢生
产中的各种工艺难题。据统计，工
作室成立以来，已累计完成 25项工
艺课题攻关、4 项先进操作法编写，
并提出 15项重大合理化建议。

28 年中，任亚强亲手轧制的钢
板涉及西气东输用钢、核电用钢、航
天用钢等几十种高精尖品种，为国
家级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作出了突出
贡献。

“现在偶尔到大城市出差或旅
游，发现那里的标志性建筑上有‘舞
钢板’的身影，心中就有说不出的自
豪感。”任亚强说。③9

□本报记者 周青莎

在南阳市城区西郊的卧龙岗
上 ，有 一 处 苍 松 翠 柏 掩 映 下 的 陵
园，这里安葬着为民族解放和人民
幸 福 而 牺 牲 的 革 命 烈 士 17785
名。南阳革命纪念馆就坐落于这
座陵园内。

步入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栩栩如生的主题雕塑，展现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南阳军民的昂扬斗
志；两侧白色的石材墙壁仿佛一页
一页展开的书卷，记录着南阳儿女
艰苦奋斗的革命历程。展厅里，一
件件烈士遗物、一幅幅珍贵的照片，
讲述着这片沃土经历的浴血奋战和
沧桑巨变。

“南阳古称宛，地处豫西南，与
陕鄂毗邻，是三省交通要冲，战略地
位 十 分 重 要 ，自 古 乃 兵 家 必 争 之
地。”南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俊
华向记者道出了南阳在历史和地理
上的重要地位。

“五四”运动期间，在沘源县（今
唐河县）求学的黄火青、黄民钦、黄
冠群等组织学生爱国团，积极开展
反帝爱国宣传活动。

1926年 2月，共产党员金孚光、
汪世昌、周耀杰等在桐柏月河镇成
立了南阳第一个党小组，革命星火
在南阳盆地点燃。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南阳党组
织进一步发展壮大，接连掀起了一
系列革命风暴。1930 年 6 月 23 日

夜，桐柏农民武装起义胜利后，南阳
大地诞生了第一支红军队伍。同年
12 月 1 日，南阳第一个县级红色政
权——唐河苏维埃政府诞生。

1934 年 11 月 26 日，独树镇战
役，红二十五军以不足三千兵力勇
挫数万人的国民党部队，成为以少
胜多的经典战役。1945 年 8 月，持
续 4个多月的西峡口战役以日军投
降而结束。这场战役是豫西鄂北会
战中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最关键
的战役。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为贯彻中
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
方针，1945年 10月 24日，三路大军
六万雄师在桐柏会师。两年后，刘
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取得一个
又一个胜利。

为了南阳解放和新中国的诞
生，彭雪枫、张星江、秋宏、金孚光、
马华敏等万余革命志士壮烈牺牲。

纪念馆内还展出了新中国成立
后以杜凤瑞、武文斌为代表的英雄
的事迹，以及南阳人民在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中舍小家为大家的动人场
景……

“南阳革命纪念馆展现了南阳
革命和建设的浓缩画卷，在这里，我
们缅怀革命前辈的英勇事迹、感悟
南阳人民的奋发拼搏精神。回顾历
史，我们更应该珍惜现在。”李俊华
说。

战斗的硝烟早已散去，如今的
南阳大地拥有 1100 余万人口，经济
总量居全省前三位。在谱写中原更
加出彩的新篇章中，南阳正向具有
较强吸纳集聚能力和重要影响力的
大城市阔步前进。③5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又到“立夏麦穗齐”。5月 6日，温
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品种试验基地
里，麦浪滚滚。

在试验基地附近的小麦博物馆院
内，由国家“2011计划”河南粮食作物
协同创新中心、国家小麦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和温县种子协会主办的 2019
中国·温县第二届小麦种子产业博览
会正在举行。

记者从博览会上获悉，近年来，温
县小麦种子在黄淮海冬麦区累计推广
了 4亿多亩，帮助农民增收 260亿元，

享有“全国小麦看河南，河南小麦看温
县”的美誉。

温县如何把小麦良种做成响当当的
大产业，成为带民致富增收的“金麦穗”？

好土好地出好麦，一穗一叶吐芳
华。“优质小麦是大自然赐予温县这片
热土最宝贵的财富。”说起温县小麦种
子，焦作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石家富
如数家珍，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
基础设施完善，有精耕细作的优良传
统，是粮食高产县，也是闻名遐迩的优
质小麦种子基地。

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
营体系，温县积极推进小麦种子育繁
推一体化，创造出了“12248”生产模
式，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全县累计培
育小麦品种20个，其中7个通过国审。

大产业的背后离不开人才的支
撑。温县拥有一大批像王焕英、王治

波、王乾琚、吕平安、王素霞等农民出身
的育种专家、小麦育种人才150余人。

“育种是个技术活儿，也是个艰辛
的过程，十分考验人的毅力，用‘十年
磨一剑’形容育种工作毫不夸张。”温
县种子协会会长吕庆丰说，“育种成功
后，要拿着样品去检测品质，耗费多年
心血培育出来的种子是否合格，是否
适合推广，这个过程像是迎接新生儿，
让每一个育种人既期待又紧张。”

“温麦良种”为助农增收作出了贡
献。吕庆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小

麦良种高于市场价 10%计算，一亩地
比普通小麦产值高 100余元，温县 30
万亩小麦一年就助农户多增收 3000
余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温县现有种业科研
公司20家，种业公司31家，小麦种子基
地面积接近小麦种植面积的90%，温麦
系列种子畅销河南、河北、安徽、江苏、
陕西、湖北、山东、山西等省。温县曾获
得“全国小麦种子基地先进县”“全国粮
食生产先进县”“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整
建制推进示范县”等诸多荣誉，2018年
成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单位。

“作为全省小麦重要产区，我们将
继续把小麦种子产业作为重点产业来
打造，提升小麦品质、做强小麦品牌，
以麦兴农、以麦惠民，为确保国家粮
食安全贡献力量！”温县县委书记毛
文明说。③5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5月 8日，记
者从省公安厅获悉，自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开展以来，全省公安机关重拳出击，
先后发起“雷霆”扫黑集群战役 10次、
集中统一收网行动1次，共打掉黑恶犯
罪团伙 787个，其中涉黑组织 117个、
恶势力犯罪集团 461 个、恶势力团伙
209 个，抓获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
33042人，查扣涉案资产64.96亿元。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开展强大宣传攻
势，广泛发动群众举报涉黑涉恶线索，
共接收黑恶线索 47665 条，从中打掉
黑恶犯罪团伙269个，向337名群众兑
现举报奖金 166.95 万元。其中，安阳
警方从一起受害人举报线索入手，成
功打掉了一个特大“校园贷”涉黑犯罪
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33人。

各地公安机关与纪委监委建立线
索双向移交反馈和双专班侦办机制，
移交“保护伞”线索 703 条；与检法司
建立重大黑恶案件通报会商、证据指
引、提前介入等机制，确保了每起重大
案件实现高效运转和无缝对接；与组
织、民政部门建立村“两委”（社区）联
审机制，取消不符合条件候选人 2299
人；与水利部门联合行动打掉非法采
砂犯罪团伙 24个；推动银监部门开展
清理整顿车贷业务违法违规行为；与
税务部门联合查处黑恶势力涉税违法
犯罪问题线索12条。

按照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督导反馈
会要求，省公安厅对整改工作进行了全
面部署，逐项分解任务，制定下发整改方
案，明确整改措施、整改责任和整改时
限。省公安厅成立6个指导组，与省辖
市捆绑作业，不折不扣抓好整改工作落
实。目前，反馈省公安厅作为牵头单位
的3项 7个具体问题、作为责任单位的
16项28个具体问题已整改落实到位。

针对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交办的
黑恶线索，全省公安机关坚持“1+4+
N”核查工作机制，即：每条督办线索都
要有市局局长、分管副局长、支队长、
县局局长分别审核把关，针对举报内
容采取N个核查措施。省、市、县三级
公安机关均成立了专门的线索核查机
构，省公安厅成立了 30人的线索核查
专班，线索下发不过夜，确保了按期反
馈、按时办结。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
交办的2736条黑恶线索，已办结2732
条，办结率达到99.85%。

针对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重点督
办的 27起案件线索，省公安厅逐一制
定工作方案，采取提级管辖、指定管
辖、异地用警等措施，全力开展核查侦
办工作。目前，已全部作出核查结论，
从中打掉了郑州马某喜、开封王某庆、
安阳桑某生等16个黑恶犯罪团伙。其
中，郑州警方根据中央扫黑除恶督导
组交办线索，打掉了以马某喜为首的
黑恶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8人，

查扣涉案资产近2亿元。
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初步成效，省
公安厅被评为 2018 年度全国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先进单位。下一步，全省
公安机关将按照中央、省委关于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坚持问题导向，
以黑恶积案清零、问题线索清零为目
标，紧紧围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难
点、痛点和突破点，持续深化重点行
业、领域和地区的黑恶犯罪线索的摸
排核查工作，着力解决线索核查慢、效
率不高的问题；紧盯重大案件，提高办
案质效，确保案不漏人、人不漏罪；紧
盯黑恶势力经济基础、背后“关系网”

“保护伞”不放，确保扫黑到底、除恶务
尽；紧盯难点延伸打，将打击锋芒向

“套路贷”“校园贷”“暴力传销”网络犯
罪和金融犯罪、文物犯罪、食药环犯
罪、河道非法采砂等民生领域延伸拓
展，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着力根治滋生
黑恶犯罪的土壤环境。③6

吾以初心著匠心

走进南阳革命纪念馆

革命星火代代传

全省警方打掉787个黑恶犯罪团伙
抓获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33042人

温县小麦种子累计推广4亿亩，助农增收260亿元

一粒小种子长成一个大产业

扫黑除恶进行时

★永恒的印记
——党的奋斗足迹在河南

□本报记者 徐建勋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曹磊

“回到故乡，成为火炬手，我感到
非常荣幸和激动！”5月 8日，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暨互联网
火炬传递启动仪式现场，央视著名主
播海霞兴奋地对记者说。

世界文化遗产——登封的“天地
之中”历史建筑群，共有 8处 11项，
包括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中岳庙
等，观星台自然也在其中。海霞表
示，我们河南人都爱说的“中”，就缘
于“天地之中”这个“中”。她说：“进
一步引申开来，我认为‘中’不仅是中
原的‘中’，中国的‘中’，也是中华民
族的‘中’。在这里举行第十一届全
国民族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我认为
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阳光照耀下的张张笑脸，56位各
民族小歌手的倾情演唱，让海霞深受
感染。她说：“大家的热情表现了对伟

大祖国的热爱，也是对我们中华民族
大家庭的热爱。作为少数民族的一
员，我充分感受到，第十一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这样的盛会，既是
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对我
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和光大。”

“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
传递的是激情与梦想。”海霞动情地
说：“今年恰逢新中国 70华诞，希望
运动会弘扬好‘奋进新时代中原更
出彩’的主题，希望这次富有时代感
和创意的火炬传递，将激情与梦想传
遍神州大地，传递给我们每一个民族
的兄弟姐妹。”③4

将激情与梦想
给各民族兄弟姐妹

▶第二棒火炬手主
持人海霞进行火炬传递。

▼第一棒火炬手西
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进行
火炬传递。

5月8日，采集使者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上采集火种。 本栏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杨凌）5月 8日，在
第三个“中国品牌日”到来之际，“三
个转变”重要指示发表五周年暨第
二届中国品牌战略发展论坛在郑州
举行。品牌中国战略规划院、国家
创新与战略发展研究会、中国工程
机械协会相关负责人，国家、省、市
有关部门负责人，徐工集团、中国通
用、宇通客车等企业代表 300余人参
加论坛。

2014 年 5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河南视察期间，在中铁装备盾构
机总装车间作出了“推动中国制造向
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
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
重要指示。2017年 4月，国务院批准
将每年 5 月 10 日设立为“中国品牌
日”。5年来，中铁装备集团始终以总
书记讲话精神为指引，深入践行“三

个转变”，努力打造中国装备的世界
名片，盾构机产销量连续两年世界第
一。

论坛现场设置在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过的中铁装备盾构机总装车间，
与会代表围绕“践行三个转变、发现
品牌之美、助力制造强国”主题，从政
府责任、企业担当、社会贡献的视角
探讨了品牌强国的中国理念、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从技术创新、文化创
意和融合传播的维度解读了承载“三
个转变”思想内涵的新时代中国工业
精神；从推动转型升级、赋能全球化
发展层面讨论了如何为打造世界一
流工业品牌、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河南建设工业强省助力。

论坛上，品牌中国战略规划研究
院还发布了《中国品牌战略发展报告
2018》蓝皮书。③4

第二届中国品牌战略发展论坛举行

基层亮点连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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