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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石可欣

6月 26日，平顶山平煤股份二
矿满目葱茏，红墙和黄琉璃瓦装饰
的办公楼散发着古典风韵，洁白的
洒水车在矿区大道上来来往往。
职工体育馆、生态公园给矿区增加
了现代生活的气息。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
煤炭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远远满足
不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发新
煤田，发展煤炭工业是当务之急。
1952年，国家决定开发平顶山煤田。

1955年 7月，平顶山煤矿建设
被国家正式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
限额以上建设项目。当年 9 月 8
日，落凫山下一声开山炮响，拉开
了平顶山煤田建设的序幕，我国自
主勘探、设计的平顶山矿区第一对
矿井——诸葛庙矿（现平煤股份二
矿）动工兴建。

平煤股份二矿的退休老同志常
保安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的平
顶山没有任何工业基础，铁钉、螺丝
都要靠外地供应。1955年，燃料工
业部下发通知，号召全国煤炭系统
全力支援平顶山矿区建设，数万名
职工随即投入到平顶山矿区大会战
中，他就是其中的一员。

1956年 6月，平顶山矿区铁路
专用线的第一条线路开始修建，全
线长 7.23公里。1957年 10月，第
一条线路建成通车。与此同时，矿
区内还相继修建了矿工路、中心路、
平马路等，加快了平顶山煤炭工业基
本建设的步伐。

“当年带我的老师傅，是从开滦
煤矿来这里开发建设的第一代矿
工，他告诉我，初期他们靠手摇轱辘
人工提升创造了月进 28 米的纪
录。他们只用 6个月时间，就打完
了 150 米深的主井井筒，创造了
700天实现矿井投产的奇迹。”常保
安说，“1957年10月1日上午，平顶
山矿区的第一罐煤从井下升上来的
那一刻，整个矿区沸腾了，工人们眼
含热泪高喊‘我们挖出煤啦！’”

平煤股份二矿原设计生产能
力 21 万吨，服务年限 20 年。如
今，它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
风雨历程。进入 21 世纪，通过产
业升级改造，矿井综合生产能力
和后续发展能力大幅度提升，产
量逐年攀升。2003 年，平煤股份
二矿原煤产量已突破百万吨。

经历了几代人的艰苦创业、顽
强拼搏，落凫山下昔日的煤矿，如
今已旧貌换新颜。近年来，平煤股
份二矿陆续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
奖状、全国煤炭工业行业一级安全
高效矿井、全国煤炭工业先进集体
等多项荣誉。③5

★永恒的印记
——党的奋斗足迹在河南

平煤股份二矿

落凫山下铸辉煌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6月 27
日至 28 日，省军区司令员陈兆明
率军地联合防汛勘察组到驻马店
市调研指导防汛工作。

陈兆明先后来到驿城区橡林街
道办事处、人武部营区和宿鸭湖水
库、薄山水库，详细了解基层武装部
建设和水库防汛工作准备情况。

陈兆明对驻马店市立足防大
汛、抗大洪、抢大险所做的各项具
体工作给予了肯定。他指出，从 6
月份开始，河南省已经进入汛期，

军地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水
患意识，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抗洪
工作，确保安全度汛；要进一步修
订完善防汛行动方案，细化明确
任务分工，做到行动有方案、组织
有程序、指挥有手段；要进一步做
好准备工作，充分发挥地方与军
队在抢险救灾中的优势，在力量
建设、指挥调度、险情抢护、物资
保障等方面相互支持、相互配合，
真正形成军地联合应对洪涝灾害
的强大合力。③6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何可）“办好
一个会、提升一座城”“迎民族盛会，庆
七十华诞”。记者 7 月 3 日获悉，连日
来，郑州市积极贯彻落实省委书记王国
生检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筹备工作时讲话精神，迅速行
动、全城行动、全民行动，以决战决胜的
姿态和努力，推进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
升，以万全准备、崭新形象、周到服务，
迎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

迅速行动，树立“四个满意”目标。
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是我国规格最高、
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民族体育盛会，是一
场展现各民族大联欢、大团结和共同奋
斗、繁荣发展的重大活动。为办好第十
一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郑州市提出

“四个满意”办会目标，即努力实现让党
中央满意、省委省政府满意、参赛运动
员满意、全市人民群众满意。

如何做到“四个满意”，为中原更加
出彩作出郑州应有的贡献？郑州市提
出要增强政治意识，把办好第十一届全
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作为增强“四个意
识”、践行“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不折
不扣完成好中央和省委交给的重大任
务。要增强机遇意识，按照“办好一个
会、提升一座城”要求，抢抓机遇，用好
载体，借势发力，放大效应。要增强责
任意识，增强人人都是“东道主、主人
翁”的意识，主动作为，提高标准，落实
好主体责任。

全城行动，促进环境大提升。加快

建设全市统一的智能化停车管理平台，
大批警力部署到一线，部署到街面，城市
环境整治日督查、周通报、月评比……郑
州市细化工作方案，狠抓“重点”、主攻

“难点”、打造“亮点”。
全城行动，郑州警方强力开展城市

交通秩序集中整治工作，重点路段至少
配备一台拖车，专治乱停乱放；多次交
通违法的将录入郑州市信用平台。对
整治大型市政工程周边道路及围挡设
施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路口围挡要“瘦
身”，围而不建要拆除。

郑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把办好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同环境
整治、文明提升统一起来，坚持疏堵结
合、依法依规管理和发动群众共建共治

共享相结合、重点与面上相结合、治标
与治本相结合、条块结合，促进市容市
貌、城市管理、市民素质有新提升。

全民行动，一起点亮我们的城。郑
州市社会各界迅速行动起来，针对垃圾
积存、卫生死角等，进行治理。针对机
动车不礼让斑马线，乱停车、乱变道、乱
鸣笛、乱用灯光、乱抛物，非机动车逆
行、闯红灯违法载人、上高架以及拦车
散发小广告、横穿马路及翻越护栏等交
通违法和不文明行为，动员全社会监督
举报。

无论在街头、庭院，还是在机关、校
园，广大绿城志愿者积极行动起来，争
做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的宣传者、志愿者、监督者。③5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7 月 2
日，副省长武国定到郑州商品交易
所调研农产品期货上市交易等情
况，并召开现场办公会。

据介绍，2018 年郑商所累计
成交量为 8.18 亿手，成交金额为
38.23 万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9.55%和 78.88%。

武国定指出，近年来，郑商所
在助推河南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
了积极贡献。河南是农业大省，农
产品资源非常丰富，农业生产规模

化、特色化、市场化趋势日益明
显。郑商所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在参加今年全国两会河
南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抓住
机遇，发挥优势，充分用好期货市
场，主动服务河南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重点在助推粮食生产核心区建
设、农业转型发展和促进农民增收
上实现新作为。省政府将继续重
视支持郑商所发展，在新品种研发
上市、引进高层次人才等方面研究
政策，帮助解决实际问题。③6

用好期货市场 助推乡村振兴

形成军地联合应对洪涝灾害的强大合力

郑州迅速行动、全城行动、全民行动

围绕“四个满意”办好民族体育盛会

□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秦川
本报通讯员 崔美丽

今年以来，国网鹤壁供电公司党
委严格落实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
经济发展高质量的战略部署，将党建
工作融入中心、服务大局，为公司实
现“坚持精益卓越、推动本质提升，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提供坚强
保障。

着力夯基固本，基层党
建质量持续提升

“支部建在连上”为坚持党的领
导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基础。目前，国
网鹤壁供电公司系统共有 7 个党总

支、62个党支部、党员 859名，健全的
组织为公司全面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力
保障。

“在 2017年党建工作‘一月一主
题’、2018年‘一季一特色’的基础上，
今年我们进一步确定了‘11454’工作
主线。各党支部按照标准化、规范化
要求开展党建工作，近期还将组织党
课情景模拟，让各支部开展互动交流，
牢记组织生活流程。”谈及党建标准化
建设，国网鹤壁供电公司党建部负责
人对记者说。

据悉，国网鹤壁供电公司党委确
立的 2019年“11454”党建工作主线，
即各党支部要围绕高质量党建一个目
标，坚守政治建设一个根本，加强政治
素养、道德素养等四个素质提升平台

建设，积极创建青春“五步曲”特色团
青品牌，持续打造文化“四季”系列精
品活动。

在“11454”党建主线的指引下，
国网鹤壁供电公司党委坚持“样板间
先行、示范点引领、微特色渐进”，通过
对标、达标、夺标、护标“四步走”，统筹
推进党建标准化建设，建立会议记录
季度展评、业务培训、组织生活情景观
摩、督导约谈、信息采集等常态机制，
制定党建重点项目矩阵管理表，形成
提示、培训、督导、考核、归档于一体的
党建闭环管理工作模式。

深化政治建设，党的创
新理论入脑入心

“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两个党支部

轮流在这里举办道德讲堂、职工夜校
等活动，这里已成为党员学习‘充电’、
精神‘加油’的红色阵地。”在国网鹤壁
供电公司党员活动中心内，该公司党
建部工作人员介绍。

国网鹤壁供电公司的宣传阵地远
不止这一处——办公区内随处可见大
型标语墙、由先进模范组成的“星光
大道”、含有企业发展历程的“文化
长廊”等，精心打造的“党建十分钟文
化圈”，让“以奋斗者为本”的理念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每一个员工的
内心。

此外，公司党委坚持每月一学、每
季一考，促进学习测试常态化，连续两
年设计印制党建知识口袋书并配发至
全体党员，并建立微信群及时推送相

关学习资料，激励广大党员岗位建功、
奋发进取。

2018年，省委省直工委有关负责
人在鹤壁开展“机关党的政治建设研
究”课题调研期间，对该公司的相关做
法给予充分肯定。

聚焦价值创造，激发党
建引领不竭动力

长期以来，国网鹤壁供电公司党
委坚持把业务工作中的难点作为党建
工作的重点，强化党建与业务融合，在
公司全面推进“党建+”工程，实施了
党建+安全生产、党建+电网建设等重
点项目。

公司各基层党组织始终把经营
业绩作为衡量和检验党建工作成效

的关键标准，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
在实处、走在前列，推动各项业务取
得长足发展——其中，产业集聚区
供电服务中心党支部扎实推进“党
建+全能型供电所创建”项目，打造
党建强、业务强的“双强”党支部；输
电运检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连续
两年实现 220 千伏线路“零跳闸、零
外破”安全目标，为公司发展保驾护
航……

将党建与企业生产经营深度融
合，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得到显著发挥，今
年前 6 个月，国网鹤壁供电公司本
质安全水平有效提升，各项运行指
标持续改善，为全市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国网鹤壁供电公司：以一流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6月30日，由中铁七局承建的郑济高铁郑州至濮阳段站前工程正在紧张建设。郑济高铁起自郑州东站，止于济南西站，设计速度350km/h，全长380公里，是河南省“米”字
形高铁网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上接第一版）
拉德夫表示，很高兴在庆祝保

中建交 70周年之际访华。保中关
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将进一步
夯实两国关系的基础。“一带一路”
倡议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繁荣，保方
愿深度参与，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
势，成为连接欧洲和亚洲的门户和
枢纽。保方愿同中方加强贸易、运
输、航空、物流、金融、创新、地方、

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中国企
业加大对保加利亚投资。保加利
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世界贸易组
织，愿同中方加强协调配合。保方
将继续致力于推动欧中关系以及
中东欧国家同中国的合作。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东门外广场为拉德夫举行欢迎仪
式。彭丽媛、杨洁篪、丁仲礼、王
毅、张庆黎、何立峰等参加。

习近平同保加利亚总统举行会谈

本报讯（记者 栾姗）吃，手指轻点
屏幕就能掌握冰箱里食物的新鲜程度；
游，开车带着全家去远行；购，买一款美
颜手机随手标记生活……今天，我们的
消费需求已大有不同。

7月 2日，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
悉，该委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了《河
南省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
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
（2019年）》（以下简称《方案》），提出五
个方面22项促消费新举措，进一步发挥
消费对经济的基础性作用，更好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河南户籍人口 1.09亿，居全国第一
位。一方面，市场消费空间广阔，河南
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阶段，近
年来每年有超过 150 万农村人口转移
到城市，投资和消费需求都很大，2018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经超过2万亿
元，成为中部地区首个突破 2万亿元的
省份；另一方面，居民消费水平提升，
2018年全省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6.1%，
已达联合国富足标准（30%以下）。

今年我省政府工作报告将“着力扩
需求稳增长，保持经济健康运行”作为
首要任务，正是立足现实着眼长远的政
策安排。

促消费怎么干？《方案》具体提出：
以稳汽车消费来托住商品消费“大

头”，制定完善中心城区新能源汽车优

先通行、停车、充电等优惠政策，开展新
能源汽车置换专项行动，对新能源城市
配送车辆运营适当补贴等。

以稳城镇消费来稳住区域消费的
“面”，允许符合条件的闲置房产、待售
商品房通过改造进入房屋租赁市场；实
施全面两孩的配套措施，加大对社会力

量开展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支持
力度等。

以农村消费升级疏通城乡消费联
动增长的“链条”，鼓励与电商企业开展
多种形式的合作，加快实施“互联网+农
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推动形成产销密
切衔接的农产品全产业链条等。

以新品消费打造高品质消费的“增
量”，积极引进4K/8K超高清液晶电视、
超高清医疗显示器、车载显示终端、VR
（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MR（混合
现实）等重大项目等。

以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优化现有
消费的“存量”，在严格落实线上无理由
退货制度的基础上，推动大型零售企业
进行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制度试点等。

消费关乎经济，更关乎民生。《方案》
紧紧抓住供给结构难以满足居民日益升
级的消费需要这一突出矛盾，释放消费
政策“红利”，抓住市场消费“钱景”，促使
人们更加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让消
费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增强河
南经济发展的韧性与活力。③5

释放“红利”抓住“钱景”

我省22条促消费新举措来了

2222项项
促消费新举措促消费新举措

2018 年 社 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已

经超过 2 万亿
元，成为中部地区

首个突破 2万亿元

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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