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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虎成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魏国武

在进入本世纪前，河南心连心化
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心连心公司”）还只是一个小氮肥厂，
在行业内30年名不见经传。

随着时间的推移，心连心公司每年
都有新项目，以令同行震惊的速度大步

“快跑”，最终从一名“跟跑者”成了“领
跑者”。如今，已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上市公司、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用不到 20年的时间，把一个县办
化肥厂变成国际上市公司，拿下一个
又一个“中国之最”。心连心公司，是
中国化肥行业当之无愧的传奇。

业内人士和企业员工都说，心连
心公司之所以从内到外发生巨变，之
所以有今天的辉煌成就，归功于传奇
的企业掌舵人——企业党委书记、董
事长刘兴旭。

“可不敢这样说！”8月 2日刚刚荣
获第六届“新乡市道德模范”称号的刘
兴旭连连摆手说，员工不断快速成长，
企业才能持续发展。心连心公司的传
奇，是广大员工共同书写的，这些可敬
可爱的员工，才是真正的传奇！

刘兴旭说：“公司有一个已经去世
10年的老员工，他叫张传奇，他的故事
很传奇，他是传奇的心连心员工的典型
代表。时至今日，他的传奇故事，还在激
励着我们往更传奇的方向继续迈进！”

张传奇，很传奇

1973年，刚满 17岁、初中未毕业
的张传奇，踏进了新乡县七里营化肥
厂的大门，成为一名普通的操作工。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个看上去一点
都不“传奇”的小伙子，将在心连心公
司绽放耀眼的光芒。

在被派到新乡市化肥厂培训期
间，张传奇认真记着师傅操作的每个
动作、每个细节，师傅巡检，他跟着；师
傅坐下休息，他就在操作室外看流
程。工段的每根管线、每个阀门、每台
设备，他都无数次的看、无数次的思
考、无数次地问，仔细琢磨其中的道

理。20多米的框架，夹杂着呛鼻的浓
重氨味，他上上下下不知跑多少遍。
不懂就想，想不明白就再看，反反复
复，不想清楚不罢休，实在弄不懂才请
教师傅解决。

这种不服输的好学精神，让只有
初中文化水平的张传奇，很快就从同
事中脱颖而出。

从黑色的原煤进炉制气，到白色
的尿素颗粒包装出厂，这中间要经过
20多道工序、40多个岗位，涉及上千
台设备、上万个阀门，不同粗细的各种
管道加起来有几万米，而且每个岗位
的生产设备不同、工艺指标不同、操作
难易程度不同，整个系统连接的管道
就好比纵横交错的蜘蛛网，哪怕专业

人士提起来也头发蒙。但张传奇对这
些枯燥复杂的管道和阀门却能从兴趣
十足，到了如指掌，“哪根筋连着哪里”
他闭上眼睛一摸就清楚。

2004年，张传奇把原有造气炉的
低压“筒装夹套”革新为高压“锥形夹
套”，这一技改的直接效果是提高造气
炉的制气效率，有效减少造气炉炉壁
热量损失和造气下灰的返焦数量。仅
此一项，每年就为心连心公司节约800
多万元。这一创新性改造，从根本上
解决了蒸汽分解率低的工艺“瓶颈”，
使产气量大大提高，还推动了国内氮
肥行业造气设备的升级换代，实现了
全国造气工艺技术的巨大进步。张传
奇的名字传遍全国化肥行业，被业界

一致誉为“化工天才”和化肥专家。
在心连心公司的 36年，张传奇共

牵头完成 160 多项技术改造成果，小
改小革不计其数，一次次降低了企业
成本，推动了心连心公司生产长周期
运行和技术进步。据统计，仅 2004年
至 2008年，张传奇的企业专利和 QC
成果就达 14项，每年可为企业创造经
济效益830万元。

36年里，张传奇从一个普通工人，
从一个化肥生产的门外汉，一步步成
长为企业的生产技术专家和优秀管理
干部，先后担任调度、车间副主任及调
度室主任、生产副厂长、生产部经理、
一分厂厂长、总工助理等职务。（下转
第八版）

心连心50年：浓墨重彩写“传奇”
——心连心筑梦辉煌系列报道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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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甘肃考察时强调，真抓实干团结一心，全面做好各项工作

让老百姓幸福就是党的事业

新华社兰州8月22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在甘肃考察时强调，要贯彻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
展理念，坚定信心，开拓创新，真抓实干，
团结一心，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
深化脱贫攻坚，加快高质量发展，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谱写
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
民兴陇新局面的时代篇章。

初秋的河西走廊，金风送爽，瓜果飘
香，祁连雪山和沙漠绿洲相映成辉。8
月 19日至 22日，习近平在甘肃省委书
记林铎、省长唐仁健陪同下，先后来到酒
泉、嘉峪关、张掖、武威、兰州等地，深入
文物保护单位、农村、学校、草场林场、革
命纪念馆、防洪工程、文化企业等，就经

济社会发展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情况进行考察调研。

19 日上午，习近平从北京乘机抵
达酒泉市所辖敦煌市，即前往莫高窟考
察了解莫高窟历史沿革和文物保护研
究情况，并走进洞窟察看历史悠久的彩
塑、壁画。他强调，要十分珍惜祖先留
给我们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坚持保护
优先的理念，加强石窟建筑、彩绘、壁画
的保护，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保护水
平，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代代相传。

正在参观的游客看到总书记来了，
激动地围拢上来，高声欢呼“总书记好！”

“习主席好！”习近平向大家亲切招手致
意，并不时走上前同大家握手问好，叮嘱
大家在游览时注意爱护文物。

习近平接着来到敦煌研究院，察看
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听取文物保
护和研究、弘扬优秀历史文化情况介

绍，并同有关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
表座谈。在认真听取敦煌研究院名誉
院长樊锦诗、甘肃省文联原副主席苏孝
林、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郑炳林
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对
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工作表示肯定，强调
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同各种文明长期
交流融汇的结果。我们要铸就中华文
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
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
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
文明成果。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
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蕴含
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
规范等，(下转第五版)

19日下午，习近平在敦煌莫高窟
考察调研时，向正在参观的游客亲切
招手致意。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
就中国旅游团在老挝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同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国防治安委员会主席本扬互致口信。

本扬表示，惊悉中国游客在老挝遭遇
严重交通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的
心情十分沉重，谨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
悼，向习近平同志并通过习近平同志向遇

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诚挚慰问。老
方将继续同中方密切配合，全力做好伤员
救治和事故善后工作。相信在双方共同
努力下，这次事故一定能得到妥善处理，
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定能顺利推进。

习近平表示，事故发生后，老方迅速
动员党政军警民各方面力量积极救援，体
现了对中老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事故
处置工作的负责的态度。我已指示中国

有 关 部 门 和 正 在 老 挝 参 加“ 和 平 列
车—2019”联合演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医疗队参与救援。希望双方各方面继续
密切配合，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
工作。

习近平强调，为人民服务是中老两党
的共同宗旨。我愿同你一道，推动两党两
国关系在新时代不断走深走实，持续开展
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

就中国旅游团在老挝发生严重交通事故

习近平同本扬互致口信

□本报记者 栾姗

从“百废待兴”到“百业兴旺”，河
南经济总量稳居全国第五；从传统农
业大省到新兴工业大省，河南工业经
济总量稳居中西部省份首位；从乡村
型社会到城市型社会，河南城镇化率
提高到51.7%……

8月 22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
举行的“壮丽 70年·奋斗新时代”系
列主题首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新中
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
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省委、省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历届发展改革人
的务实重干下，打好“四张牌”、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扩大改革开放、保障
和改善民生，河南经济社会实现了

“三个重大转变”。
这样的成绩看似只是一段简洁

的话，背后却凝聚着 70年的努力，更
是一代又一代河南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持续奋斗的结果。

“河南的发展看得见、摸得着，既
出彩又绚丽。”发布会上，省发展改革
委主任何雄一语中的。

（下转第三版）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系列主题首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70年，河南经济社会实现
“三个重大转变”

本报讯（记者 李铮）8月 22日，河
南省人民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协议签署前，省委书记王
国生、省长陈润儿会见了阿里巴巴集团
董事局主席马云一行。

王国生、陈润儿在代表省委、省政
府对马云一行表示欢迎后指出，河南是
人口大省、网络大省，有着丰富的人力

资源和数据资源，发展数字经济潜力巨
大，前景广阔。随着郑州跨境电商综合
试验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等成功
获批，河南已成为中西部地区大数据及
相关领域产业的投资热土。当前，河南
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推
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改革创

新的思维，着力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
数字化，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努力打造
全国一流的大数据产业中心，力争在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培育新优
势、抢占制高点。希望阿里巴巴集团继
续发挥平台、技术、人才、资金等优势，
与河南开展更加全面深入的合作。

马云介绍了阿里巴巴集团的发展

情况、发展战略以及在河南投资发展的
思路。他表示，阿里巴巴集团将发挥在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方面的优势，
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黄强代表省政府在合作协议上签
字。郑州市政府也与阿里巴巴集团签
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穆为民、徐立毅出席签约仪式。③9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8月 22日，
全省市县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暨党建
工作推进会在郑州召开。省政协主
席、党组书记刘伟出席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地方政协工
作经验交流会精神，全国政协主席汪
洋在河南省视察政协工作时的讲话精
神，省委书记王国生在听取省政协关
于全国地方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主要

精神及我省贯彻意见的汇报后的讲话
精神，省委办公厅转发省政协党组《关
于中央和省委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
的建设工作有关文件精神贯彻落实情
况的调研报告》的通知精神。9位市县
政协负责同志作了交流发言。

会议充分肯定全省各级政协履行
职责、加强党建取得的新成效，强调要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锚
定新时代人民政协新方位新使命，重
整行装接续奋斗。要巩固拓展学习研
讨成果，健全落实学习制度体系，注重
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在思想理论武装
上再深化；要扛起管党治党责任，推动
党建部署落实，形成党建整体合力，在
推进党的建设上再落实；要探索专门
制度机制，（下转第二版）

河南省人民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王国生陈润儿会见马云

全省市县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
暨党建工作推进会召开

刘伟出席并讲话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要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

推进各项工作，加强协同配合，共同抓好大保护，

协同推进大治理，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要深化脱贫攻坚，坚持靶心不偏、焦点不散、

标准不变。在普遍实现“两不愁”的基础上，重点

攻克“三保障”方面的突出问题，把脱贫攻坚重心

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

脱贫攻坚重心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12月起河南自贸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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