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西瓜摆在路边，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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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就能净赚7万多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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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创业正当时

本报讯（记者 孙静）5 月 9 日，
记者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我
省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郑洛新）
首批 5个技术标准创新中心（联盟）
正式成立，将极大提升全省企业和
科研机构开展技术标准创新的能
力，并推动我省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为先进生产力。

据介绍，作为促进区域经济转
型升级的综合性科技创新服务平
台，我省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郑
洛新）于去年 3月正式获批建设，省
政府于去年 8 月下发了建设方案。

“首批技术标准创新中心的成立，就
是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加快推动
我省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建设的
重要举措。”省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

人说。
获批成立的 5 个技术标准创新

中心（联盟）分别是超硬材料及制
品技术标准创新中心、绿色耐材技
术标准创新中心、军民融合技术标
准创新中心、生物医药技术标准创
新中心、起重装备技术标准创新联
盟。

技术标准创新中心（联盟）成立
以后，将推动多家参与企业和综合研
究机构加快开展技术标准的创新研
究工作，同时联动超硬材料、生物医
药、起重装备等我省特色主导产业的
上下游企业，通过制定标准将创新成
果转化为先进生产力，为全省产业结
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新动
力。③5

在吉林省扶余市，提起梁士英的
名字，不少人都能或多或少讲出这位
特等功臣当年的英勇事迹。

1948年 10月，年仅 26岁的战士
梁士英在总攻锦州的战斗中，用自己
的血肉之躯顶住爆破筒，炸毁了敌人
的碉堡，为战友向前推进清除了障碍。

梁士英，1922年生于吉林省扶余
县（今扶余市）。他 13岁就给地主当
长工，深切体会到旧社会的苦难。东
北光复后，他于1946年 1月参加中国
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民主联军第 2纵
队4师15团3营机枪连当战士。同一
年冬天，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身为一名党员，梁士英在战斗中
一直冲在前面。1947年，在攻打昌图
和彰武的战斗中，他先后两次立功。
1948年 9月，他随部南下北宁线，参
加解放锦州作战，被派到尖刀连8连2
排5班当战斗组长。10月 14日上午，
总攻锦州的战斗打响了。8连扫除外
围障碍后，迅速突破敌人第一道防
线。梁士英首先登城，一个人用十几

颗手榴弹击退了一个连敌人的反扑。
当部队向敌第二道防线冲击时，

紧靠铁路旁的一座敌暗堡里两挺重
机枪封锁了前进的道路，几个爆破组
上去都没能把它摧毁。关键时刻，梁
士英主动请战。得到批准后，他提起
爆破筒，艰难地爬行到敌堡下，将拉开
导火索的爆破筒塞进碉堡里。然而
当他转身正要离开时，爆破筒又被敌
人推了出来。梁士英毫不犹豫地俯身
上前，用身躯顶住了就要爆炸的爆破
筒。随着“轰”的一声巨响，敌堡被炸
毁，梁士英的生命定格在26岁。

梁士英始终牢记自己作为一名
党员的责任和义务。总攻发起前，梁
士英掏出身上仅有的钱交给战友，
说：“我要是牺牲了，这钱给我交党
费。”战后，梁士英所在师党委授予他

“特等功臣”光荣称号，5班被命名为
“梁士英班”。

如今，每逢清明节及重要纪念日，扶
余、锦州等地都会以多种形式纪念这
位英雄。（据新华社长春5月9日电）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李鹏

海南有条万泉河，林州有个万泉
湖。万泉河闻名全国，万泉湖名不见经
传，但近几年，这个掩藏于太行山间的
美丽湖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5月 5日，记者行车近1个小时，抵
达位于四镇交界处的万泉湖风景区。
大门前道路正在施工，新建的5万平方
米游客中心和万泉湖迎宾馆在山间矗
立，停车场1000个车位停满了车。

“‘五一’四天假期接待了3万多游
客。”万泉湖生态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张益智迎了上来。

他说，自己16岁那年出门做工，跑
遍大半个中国，从建筑小工做起，历经
10多年打拼，在山西组建了一家以路
桥建设、地产开发、工程建筑、旅游开
发为主的大型企业。

先富起来的张益智没忘反哺家乡，

企业的员工中，林州籍的就占 80%以
上。然而，企业在外地，老乡务工不得
不远离故土亲人。“咋样才能让他们在
家门口干活挣钱？”正当他为此发愁之
时，林州市临淇镇政府负责人向他发
出开发万泉湖景区的邀请。

万泉湖，张益智太熟了，他的家离
湖边仅5公里，从小光着脚丫子在湖边
跑着玩耍。如果在万泉湖边创业，就
能实现让老乡们在家门口务工的梦
想，他二话不说应承下来。

谁知道，回去后他傻了眼。湖，还是
儿时记忆中那片清澈的湖。可湖周边却

“惨不忍睹”：山光秃秃的，处处羊粪，别
说树木，连块完整的草皮都难见到。“一
年四季是‘青’山，满山全是青色的石

头。”张益智苦笑，“先给荒山铺上绿吧。”
2012年，他投资2000多万元买来

树苗种上，可附近老百姓主要靠养牛养
羊过活，树苗经常被牛羊连根啃掉。他
只得寻求政府帮助，合力引导村民改变
种养模式。终于，环湖2000多亩的“青
石”山，变成夏成荫、秋有果的青山。

景区发展逐渐步入正轨，谁曾想，
2016年夏天一场特大洪水让他这四年
的心血付诸东流，一夜之间，道路、设施
被冲毁……那天，他看着眼前的废墟，
拿着本村乡亲们自发捐助的5万元钱，
决心从头再来。3个月后，万泉湖景区
奇迹般“复活”，泉水浴场等项目重新开
放，当年年底，成功创建4A景区。

张益智又成立饮用水公司、农林

合作社等，提供近 200个就业岗位，每
年招募季节性闲散劳动力500余人。

万泉湖水清又清，万泉湖的美景
正在造福更多的乡亲们。③5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黄河文明
博物馆如何建设？5月 9日，水利部
黄河水利委员会与郑州市人民政府
联合召开专家咨询会，24位国内文化
学者、考古学家以及园林建筑规划专
家，从黄河文明博物馆的建设地点、
功能定位、建筑规模、外观设计、展陈
内容等方面，为黄河文明博物馆建设

“支招”。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民

族之魂、文化之脉、文明之源，黄河文
明也是世界上绵延时间最长、影响人
口最多、最具有可持续性的文明体
系。建设一座能够全面收藏、展示、

研究和传播黄河文明的国家级博物
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会专家认为，河南作为黄河文
明的重要发源地和发展核心区，在
河流文化利用方面具有先天优势，
在河南省会郑州建设国家级的黄河
文明博物馆，不仅是建设中原经济
区华夏文明创新区的需要，也有助
于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升城市
文化品位。

据介绍，黄河文明博物馆初步
计划建在黄河花园口景区以东地
带，主体建筑拟采用中国古典建筑
风格。③9

我省首批5个技术标准创新中心（联盟）成立

将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黄河文明博物馆咋建

听听专家学者啥意见

梁士英：舍身炸敌堡 英名永流传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万 泉 湖 水 清 又 清

创客心语

在外打拼，酸甜苦辣都尝遍，一

想到家乡，心里就亲就暖就甜。和

以前相比，我各方面条件是好了，但

父老乡亲们迫切需要富起来。我多

招收一名家乡籍员工，就能为家乡

的富裕稳定多尽一份责任。

乡亲们都说，“真好哩，咱守在

家门口就有活干了、有钱赚了。”作

为林州人，我有信心也有决心在政

府部门的支持下，让家乡父老乡亲

们 的 腰 包 再 鼓 一 点 ，笑 容 再 多 一

点。③5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整理）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本报通讯员 张玉 刘娜

5月 9日，记者走进三门峡市湖滨
区磁钟乡贾庄村产业扶贫基地，大棚
里翠绿的西瓜在叶蔓间若隐若现，郑
忠强和几名脱贫户正忙着挑选长熟的
西瓜。

“种这些西瓜时技术员反复叮嘱，
一棵瓜苗上只能留两根藤，在主蔓上
只能保留一个果形好的瓜，这样才能
保证西瓜的口感和品相。现在西瓜摆
在路边，几乎天天能卖光，今年仅靠种
西瓜就能净赚7万多块钱。”说起这些，
郑忠强笑得合不拢嘴。

郑忠强是该村的脱贫户。说起自

己种西瓜的经历，他很是激动。早年
他与身边大多数人一样外出打工，收
入只能勉强养家糊口。2017 年，他
回到家乡，跟着村委干部先后去了山
东临沂、寿光等地参观学习，看到别
人靠种反季节大棚蔬菜和西瓜致富，

他心里痒痒的。但自己一无资金，二
无技术，拿什么去致富？在他愁苦烦
闷的时候，村党支部书记杨巷道登门
家访。

“俺想建一个大棚，种反季节西
瓜。”“中。”“俺没资金。”“村委帮你想
办法。”“俺不懂技术。”“村委请老师教
你。”“俺地少。”“村委帮你流转土地。”
这一席话，让郑忠强心里踏实了。

第二天，村干部带着信用社工作
人员到郑忠强家，帮他协调扶贫贷款5
万元，流转土地 6亩，建了 12个大棚，
种植反季节西瓜。那段时间，驻村第
一书记和村干部经常到他家，给他带
来科技书籍，教他种植技术，帮他出谋
划策，与他一起劳动。郑忠强真切感

受到了政府的关心与支持，觉得自己
没理由不努力致富。

一人富不算富。在村委的引导
下，郑忠强还带动村里 8 名群众到大
棚里务工，帮助大家增加收入，2018
年他被评为区级劳模。如今他又牵头
注册成立了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据了解，贾庄村现已建蔬菜大棚
21个，吸纳多名村民务工，每人每月收
入在 1500 元以上。“党的好政策让我
村在 2018 年顺利退出贫困村，下一
步我们将发挥本村优势，不断扩充品
种，种植西瓜、哈密瓜、葡萄等农产
品，扩大产业规模，发展村集体经济，
带动更多的群众走上致富路。”杨巷道
说。③4

西瓜里的甜蜜致富梦

5月 9日，商水县袁老乡腰庄村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400余亩有机花菜
喜获丰收，社员正忙着采收有机花菜，装车外运。种植无公害、质量好的有机
花菜，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好门路。⑨3 刘飞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5月 9日下
午，第三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召
开前夕，由省商务厅、郑州市政府主
办，郑州经开区管委会、河南保税集团
承办的“买全球卖全球”五周年成果展
暨“网上丝绸之路”展示展销会在E贸
易博览交易中心盛大启幕。

本次展示展销会以“一站式购物、
一站式物流”为主题，全面展示跨境电
子商务朝“买全球卖全球”目标迈进的
创新发展成果及河南“网上丝绸之路”
建设五年来取得的成绩，旨在助力跨
境电商参与主体实现全球业务合作洽
谈，打造永不落幕的“E国际贸易交易
会”。

一场盛会，万众瞩目。此次展示
展销会吸引了来自美国、英国、俄罗
斯、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泰国、意大

利、韩国、日本等国家的 300 余名政
要、专家及商界代表，上百家参展企业
覆盖轻纺加工制造出口、跨境供应链、
金融及物流服务、母婴日化、保健品进
口和“一带一路”国家文化艺术品等众
多领域。

置身展示展销会，穿行在6万多平
方米的展区，“世界好物”应接不暇，大
千世界“尽收眼底”。跨境电商创新成
果展区汇聚了中粮我买网、网易考拉、
豌豆公主、澳洲大药房等国内外知名

跨境电商品牌，人们在此可以体验到
“线上下单、快速通关、立等可取”的跨
境O2O现场自提购物；一条长75米的

“一带一路”文化长廊，精心设置了达
芬奇研究成果及数字艺术展、设计机
械模型和手稿复刻作品展；“卖全球”
展区则包括中国出口良品区和河南省
十八个省辖市精品展示区；“买全球”
展区犹如一个大型的“世界超市”，近
20 个国家馆展示着五大洲的特色商
品、文化及风土人情。

经过近五年的创新发展，跨境电商
已成为河南对外开放的一张亮丽名
片。目前，河南的跨境电商备案企业超
过 4000家，跨境电商业务已覆盖全球
200个国家和地区，落地近 20个国家
馆。此次展示展销会的举办地正是跨
境电商“1210”监管服务模式诞生的摇
篮和跨境O2O自提的发源地，未来这
里将建设成为全球新兴产业发展样板
——EWTO核心功能集聚区，带动河
南形成商贸中心、物流中心、征信中心、
结算中心、标准发布中心、大数据服务
中心，为全球跨境电商发展贡献“河南
方案”“郑州智慧”。

据了解，此次展示展销会将持续
到 5月 15日，其间还将围绕跨境电商
贸易、物流、金融等领域，组织参会企
业开展业务洽谈对接。③5

“买全球卖全球”五周年成果展暨“网上丝绸之路”展示展销会启幕

世界好物一站购
第三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第三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

今日开幕今日开幕

5月 9日，“买全球卖全球”五周年成果展暨“网上丝绸之路”展示展销会在河南保税集团E贸易博览交易中心举行。上百家中外知名企业、2万多种优质进出口
产品在6万多平方米的会场上亮相。图为身着民族服装的外国人为招揽顾客，在展馆前使出浑身解数。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讯（记者 王映）记者 5月 8
日获悉，来自濮阳的杂技、古乐、非物
质文化遗产亮相正在奥地利维也纳
举行的 2019 年联合国中文日活动，
与世界共同分享濮阳文化发展成果。

联合国中文日是联合国推广中
文的重要平台。2010 年，为庆贺多
种语言的使用和文化多样性，并促进
6种官方语言在联合国的平等使用，
联合国语言日正式启动。其中，中文
日定在农历二十四节气的“谷雨”，以
纪念“中华文字始祖”仓颉。

濮阳作为“仓颉故里”“中华龙
都”，在本次活动中展示了厚重的文
化底蕴。濮阳华夏卫风乐团带来多

首中国风古乐，还特意用编钟、古
筝、箜篌等中国古典乐器演奏贝多
芬名曲《欢乐颂》；河南省杂技集团
的演员用精湛的杂技艺术和优美的
表演，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麦秆画、通草浮雕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产品，让观众领略到中国传统手
工艺的魅力。

近年来，濮阳深入挖掘龙文化、
杂技文化、红色文化、孝道文化、仓
颉文化、姓氏文化等地方特色文化，
积极打造文化品牌产品，加强对外
文化经贸交流，将文化资源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谱写高质量发展新
的篇章。③9

濮阳文化符号惊艳联合国中文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