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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
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
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

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
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第十三届、十
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原总理，第九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委员长李鹏同志的遗
体，29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
公墓火化。

李鹏同志因病于 2019

年 7月 22日 23时 11分在北
京逝世，享年91岁。

李鹏同志病重期间和
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栗
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
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
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李鹏
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
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29日上午，八宝山革命
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
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
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李鹏
同志”，横幅下方是李鹏同
志的遗像。李鹏同志的遗
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
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
党党旗。

上午 9时 30分许，习近
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
山、江泽民等，在哀乐声中
缓步来到李鹏同志的遗体
前肃立默哀，向李鹏同志的
遗体三鞠躬，并与李鹏同志
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胡锦涛在外地送花圈，对李
鹏同志逝世表示哀悼。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
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
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
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李鹏
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
也前往送别。

本报讯（记者 冯芸）7月 29日，由
省委省政府主办、团省委等单位承办
的 2019年豫哈青少年夏令营暨“中原
骄子·澳门行”开营仪式在郑州举行。
600名来自新疆哈密市、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十三师的青少年，在6天的时间
里将和我省 100名青少年结对分赴郑
州、开封、洛阳、安阳、商丘，寻访中原
厚重文化，领略河南发展魅力，增进豫
哈两地情谊。

受省委书记王国生委托，省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喻红秋在开营仪式
上致辞，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的到
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河南省情。

她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出席青少年活动、与青少年谈心、
给青少年回信，为青少年成长提供了
遵循、指明了方向。豫哈青少年夏令
营、“中原骄子行”系列活动为青少年
加强沟通、增进友谊、增强互信提供了
良好平台。希望同学们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嘱托，永葆爱国之心，树立起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信心
和决心；激扬奋斗之志，全面锻炼成
长，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
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浇灌友谊之花，
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
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

团结，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收
获成长之果，在参观考察中开拓视野，
在文化寻访中增强自信，在了解社情
中强化担当，努力在实现中国梦的生
动实践中茁壮成长，放飞青春梦想。

副省长戴柏华为营员们授旗。豫
哈青少年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据悉，豫哈青少年夏令营活动自
2018年启动，是青少年交流交往交融
的品牌项目。同时，团省委今年继续
实施“中原骄子行”系列活动，组织我
省 40名学子赴珠海、澳门游学，感受
新中国成立 70 年发展成就和澳门回
归20年变化。③5

本报讯（记者 屈芳）7月 29日，省
长陈润儿主持召开省政府安委会会
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
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深刻
汲取义马气化厂“7·19”爆炸事故教
训，迅速全面排查消除安全生产隐患，
确保全省社会大局稳定和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会上分析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
省应急管理厅、河南能源、三门峡市政
府就“7·19”爆炸事故教训和下步整改
打算作了发言，与会的省安全生产相
关部门结合本部门、本领域实际，围绕

“事故教训在哪里”“安全隐患在哪里”
“工作差距在哪里”“防范对策在哪里”

逐一作了发言。
陈润儿指出，“7·19”爆炸事故发生

在江苏响水事故之后、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中、全省进行安全
生产专项行动背景之下，损失惨痛，教训
深刻。反思这一事故，最关键的问题、最
深刻的教训就在于“不落实”，集中体现
在四个方面：安全发展理念没有落实到
位，对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的“发展决
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红线树得
不牢。安全生产责任没有落实到位，“管
生产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
经营必须管安全”未能真正夯实。安全
隐患整改没有落实到位，流于形式、浮于
表面、疏于忽微。安全操作规程没有落
实到位，致使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小管涌

沦为大塌方。
陈润儿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

训，迅速全面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严
密组织、全面排查风险，做到全覆盖、
零容忍；严格依法、坚决抓好整改，依
法该停产的必须停产、该查封的必须
查封、该处罚的必须处罚；严肃责任、
彻底消除隐患，确保清单落实、整改到
位，让血的教训不再重演。

陈润儿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要
牢记初心使命，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紧盯重点领域，严格监
管执法，用铁的手腕防风险、除隐患、
保平安，以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
稳定好转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副省长刘伟参加会议。③5

2019年豫哈青少年夏令营暨“中原骄子·澳门行”开营

豫哈情融石榴籽 青春筑梦新时代

陈润儿主持召开省政府安委会会议强调

深刻汲取义马“7·19”事故教训
全面排查消除安全生产隐患

李鹏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王岐山江泽民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胡锦涛在外地送花圈表示哀悼

李鹏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
种形式对李鹏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7月 29日，李鹏同志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
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等前往八宝山送别，胡锦涛在外地送花圈表示哀
悼。这是习近平与李鹏亲属握手，表示深切慰问。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跨越万里的“握手”

“这 3000万欧元花得太值了！”7
月 28日，河南大森隧道工程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赵晓东告诉记者，“我们获
得了德国 GTA 公司 72%的股份，在
技术和管理上接轨世界一流，迈出了
走向国际化的坚实一步。”

该公司厂区内，来自德国GTA公
司、重约 200吨的凿岩钻探“巨无霸”
装备漂洋过海、刚刚运抵。

这是一家以城市轨道交通、地下
综合管廊建设为主要业务的民营企
业，产品应用于港珠澳大桥等多项国
家重点工程。它并购的对象——德国
GTA公司是欧洲管道挖掘、钻探设备
生产的“隐形冠军”。

赵晓东至今记得3年前作为许昌
市经贸代表团成员第一次到德国
GTA公司考察的情景：“GTA的生产
线，全部采用机械手、机器人，做到了
精 准 高 效 ，是 我 们 理 想 的 合 作 伙
伴。”

随着合作不断加深，双方的互补
性日益凸显：大森隧道拥有成熟的服

务体系、面向巨大的国内市场，却在一
些关键技术上存在短板；德国GTA公
司拥有一流的技术实力，生产却一直
处于“吃不饱”状况。

出于对市场的洞悉和对未来发展
的信心，2017年 4月 28日，赵晓东果
断拍板：并购德国GTA公司！

跨境并购涉及的环节多、过程漫
长。大森隧道历时两年多，攻克了“技
术转让关”等多个关卡，完成了对德国
GTA公司的绝对控股。

“ 越 是 复 杂 的 地 形 ，越 是 德 国
GTA设备大显身手的时候。”赵晓东
介绍，隧道施工中使用德国GTA设备
作业，工人数量可减少 40%，效率提
高 1.5 倍左右，施工成本降低 30%以
上。

未 来 ，一 个 总 投 资 13 亿 元 的
GTA高端机械设备制造生产基地将
落户许昌。

打开世界地图找市场

7月 24日，看着 700个镁合金汽
车轮毂逐一装车、启运德国，河南德威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中垚一颗
悬着的心放下了。

“这批轮毂是为大众高尔夫 GTI
汽车量身定制的！”孙中垚介绍，他们
自主研发的镁合金轮毂，比普通轮毂
重量轻 1/3，安全性好、减震性佳，可
大大减少废气排放量、降低燃油成本。

孙中垚说，为了这一天，他们生产
的镁合金汽车轮毂在欧洲经过将近一
年的野外破坏性实测，各项指标均为
优良，通过德国TUV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敲开了欧洲市场的大门。

曾经，德威科技空有好产品，却因
资本少、名气小，难以接到大额订单。
让孙中垚感动的是，在许昌市“四个一
百”服务民企专项行动中，由许昌、长
葛两级政府主动“牵线搭桥”，许昌农
商银行提供的 5000万元股权抵押贷
款，使企业资金难题迎刃而解。

随后，在许昌市组织经贸代表团
赴德考察时，德威科技与德国奔驰设
计公司签订了 3年总额达 5亿元的镁
合金轮毂订单，成为奔驰、宝马、保时
捷等德系高端汽车的配套供应商。

“我们过去是在许昌地图、河南地
图上找出路，现在是打开世界地图找
市场。”孙中垚说。

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河南晟丰科技有限公司过去是一
家“吃喝不愁”的企业，2016年，董事
长庞国伟通过赴德考察学习，比出了
差距和不足，开始加强对德技术合
作。如今，晟丰科技建起全省智能化
程度最高的不锈钢冷轧生产线，已投
产的一期项目去年为该公司增加收入
3.8亿元。

庞国伟说：“我们不做‘井底蛙’，
要做展翅高飞的‘雄鹰’，以开放的姿
态拥抱世界。”

中德合作的一出出“好戏”正在许
昌频频上演。2016年以来，许昌市主
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把对德合作
作为促进产业转型发展、扩大对外开
放的重要抓手，对德合作不断提速扩
容。德国百菲萨、克莱斯等50多家知
名企业和机构先后来许昌考察；许昌
经贸代表团 10 次大规模赴德交流，
150多名许昌企业家参与其中，全方
位、多领域的合作格局初步形成。

借助全国第八个、全省首个获批
的中德中小企业合作区花落许昌的契
机，许昌市规划建设总面积37平方公
里的中德（许昌）产业园，重点打造中
德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和长葛市中德
再生金属生态城，与德国企业在智能
制造等方面加强合作。截至目前，许
昌市签约对德合作项目 74 个，已有
24个对德合作优质项目成功落地。

许昌市委书记胡五岳表示，许昌
市将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机遇，把中
德合作作为当前全市对外开放主战
略，以大手笔谋划大跨越，努力打造全
省中德合作的典范。③8

对德合作让许昌更具“国际范儿”

▲郑州奥体中心“一场两馆”
◀奥体中心甲级体育馆正在进行灯光调试

许昌市将抢抓‘一带一
路’建设机遇，把中德合
作作为当前全市对外开
放主战略，以大手笔谋划
大跨越，努力打造全省中
德合作的典范。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影报道

7月 29日，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在进行
灯光、绿化等收尾工作，即将惊艳绽放，迎接第十
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盛大启
幕。远眺主场馆，犹如一个巨大的“鸟巢”。⑨6

本报讯（记者 李铮）7 月 29 日，
省委书记王国生来到黄河水利委员
会，听取领导班子成员及专家意见建
议，共同研究防汛工作和黄河生态建
设。

在黄河防汛调度中心，王国生听
取关于黄河防洪工程体系的介绍，了
解近期气象水文情况和防汛工作开展
情况。他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
防汛关键时期，要不麻痹、不大意、不
松劲，认真做好水情监测和防汛各项
准备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重视防汛

工作，研究防汛规律，提升防汛能力，
把握防汛重点，真正做到来之能战，战
之能胜，确保黄河安澜，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在听取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岳中
明黄河生态建设情况介绍后，王国生
指出，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
障，要深入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共同做好黄河生态建设这篇大文
章。要提高站位，站在确保国家生态
安全的高度，站在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的高度，认识黄河

生态建设的重要意义。要系统谋划，
深化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
认识，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深
入调研生态、文化、环境、经济等各方
面的情况，整体把握好水与沙的关
系、河与林的关系、生态与文化的关
系、环境与发展的关系。要科学规
划，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对上下游、
左右岸进行整体布局、综合考虑，切实
做到人水和谐、动静相宜，保护好生态
环境，增进民生福祉。

穆为民参加调研。③4

王国生到黄河水利委员会调研

家有“鸟巢”初长成

许昌与德国，虽然远

隔万里，却在开放合作中

形成“强磁场”、产生“吸

引力”。

“走出去”，大森隧道

并 购 德 国 GTA 机 械 公

司，德威科技的轮毂产品

进 入 德 国 市 场 ；“引 进

来”，晟丰科技不锈钢六

连冷轧等 20 多个中德合

作项目落地……许昌企业

家“打开世界地图找市

场”，以“德国技术”升级

“许昌制造”，在开放合作

的“合唱”中精彩“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