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几何时，提起河南，人们首先想到的多是一个“农”

字。而今，这一传统印象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新兴工业

大省，成为中原大省的鲜明标识。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支柱，振兴实体经济，制造业是

主战场。河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紧紧围绕从制造到

创造、从速度到质量、从产品到品牌的“三个转变”，努力践

行质量、效率、动力的“三大变革”，向着建设先进制造业强

省的目标阔步前进。

HENAN DAILY

第24811号
今日8版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 41—0001 邮发代号：35—1

2019年9月 日
星期三 己亥年八月二十

18

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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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河南更出彩开放的河南更出彩

高科技铸造智能“芯”

智能时代，河南制造的大块头在
上演着大智慧：

5G传输、语音控制、自动驾驶，郑
州龙子湖智慧岛上，外形“萌萌哒”的
宇通无人驾驶公交车，创下国内首个
在开放道路连续行驶的新纪录。

轻点鼠标，远在千里之外新疆作
业的农机运行信息尽收眼底，由中国
一拖承建的智能农机数字大平台已接
入 2万多台各类农机装备，一个“互联
网+共享+农业装备”的创新体系呼之
欲出。

摇摆角度降低到 0.2°以内、摇摆
幅度降低95%、控制精度达2毫米，卫
华起重自主研发的防摇摆精确自动定
位控制技术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把
笨重的起重机转变成“起重机器人”。

抢抓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
技术融合发展大潮，河南制造正大步
迈向河南“智造”。越来越多的河南企
业搭上智能化快车，催生出一系列新
技术、新模式、新业态……

8月 21日，由中铁装备集团为丹
麦地铁项目设计制造的两台土压平衡
盾构机在郑州下线，这是我国自主研
制的盾构机首次出口北欧国家。该集
团今年还正式上线了自主研发的掘进
机远程监控服务平台——“装备云”，
以后坐在郑州也能“身临”世界各地的
施工现场。

5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铁装
备视察时提出要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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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
装备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建斌说：

“5 年来，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不断抢占世界掘进机技术制高点，
先后将 50 余台盾构/TBM 设备出口
到19个国家和地区，为世界轨道交通
建设提供了中国装备、中国方案。”

制造业锻造实力硬“核”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打好“四张牌”的要
求，抢抓新一轮工业革命机遇，加快制
造业转型攻坚。省十次党代会明确提
出了“建设先进制造业强省”的战略目
标，大力提升新型工业化水平，培育壮
大“百千万”亿级优势产业集群。

为此，我省先后出台制造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方案、智能制造和工业
互联网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智能装备
产业发展行动方案等重磅政策，并把
装备制造、新型材料等 4个制造业产
业列入全省重点产业转型攻坚计划，
全力打造装备、食品、新型材料、电子、
汽车五大主导产业，培育新一代信息
技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
业，改造冶金、建材、化工、轻纺等传统
产业，工业经济的规模、结构和质量效
益显著提升。

如今，河南建设先进制造业强省
的辛勤努力结出了丰硕成果，工业经
济总量多年来稳居全国第五位、中西
部第一位，形成装备制造、食品工业两
大万亿级产业和洛阳动力谷、中原电
气谷为代表的 19个千亿级制造业产
业集群。（下转第四版）

河南制造迈向河南“智造”
□本报记者 万川明 陈辉 栾姗

新华社北京 9月 17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 17日签署主席令，根据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17
日下午表决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的决定，授予 42 人国家勋章、国家荣
誉称号。

根据主席令，授予于敏、申纪兰
（女）、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

黄旭华、屠呦呦（女）“共和国勋章”。
授 予 劳 尔·卡 斯 特 罗·鲁 斯（古

巴）、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女，泰国）、
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坦桑尼
亚）、加林娜·维尼阿米诺夫娜·库利科
娃（女，俄罗斯）、让-皮埃尔·拉法兰
（法国）、伊莎白·柯鲁克（女，加拿大）
“友谊勋章”。

授予叶培建、吴文俊、南仁东（满

族）、顾方舟、程开甲“人民科学家”国
家荣誉称号；授予于漪（女）、卫兴华、
高铭暄“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王蒙、秦怡（女）、郭兰英（女）“人
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授予艾热
提·马木提（维吾尔族）、申亮亮、麦贤
得、张超“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授
予王文教、王有德（回族）、王启民、王
继才、布茹玛汗·毛勒朵（女，柯尔克孜

族）、朱彦夫、李保国、都贵玛（女，蒙古
族）、高德荣（独龙族）“人民楷模”国家
荣誉称号；授予热地（藏族）“民族团
结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授予
董建华“‘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国
家荣誉称号；授予李道豫“外交工作
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授予樊
锦诗（女）“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
家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芦瑞 赵振杰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中国中部最繁
忙的机场之一。9月16日清晨6点钟，
一架卢森堡货运航班抵达郑州，机上搭
载着来自欧洲多国的汽车零部件、高档
服装；两小时后，它满载着中国制造的
智能手机、箱包返回卢森堡。在这里，
56家航空公司、205条客运航线，将河
南与世界上110个城市紧密连接。

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开放寄予厚
望：希望河南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
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为丝绸之路经
济带建设多作贡献；勉励河南朝着“买
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河南牢记
嘱托，砥砺前行，大力提升开放水平，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以高水平
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助推河南成为
内陆开放新高地，在全国发展大局中
发挥更大作用。

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的
目标迈进

郑州致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办公
大厅内，接单、确认、回复……包括来

自中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家的数百名
员工忙碌而有序地工作着。作为河南
本土典型的“卖全球”企业，郑州致欧
5年间把“中国制造”卖到了全球36个
国家和地区。“今年增长更快，前 8个
月比去年同期发货量高了约50%。”公
司副总裁郭志钰说。

河南保税物流中心综合大厅内，
大屏幕上数据频繁更新、监管台前包
裹不断集散。总书记在这里勉励河南
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目标迈进，从那
一刻起，河南向着总书记指引的目标
阔 步 前 行 ：跨 境 电 商 在 全 国 首 创

“1210”通关监管模式并推广全国，业
务单量连续多年全国第一，创新的“关
检三个一”“查验双随机”“跨境秒通
关”成为行业“临帖”的模板。

11 个小时的航空运输，西班牙
ZARA品牌服饰从郑州分拨后出现在
中国各大城市商场里；13天的铁路奔
驰，焦作风神轮胎直接安装在德国生
产的宝马汽车上；4天的陆海联运，韩
国的母婴用品来到郑州中大门；72小
时的跨境海淘，确山小提琴在意大利
奏响“中国好声音”……跨境电商横跨
空、铁、公、海多种运输方式，“倒逼”河

南打造出更加高效便捷的物流通道枢
纽。

“四条丝路”带动全省跑出开放
“加速度”——

今天的河南，空中丝绸之路上翱
翔的，是横跨欧美亚三大经济区、通达
全球 100多个城市的航班；网上丝绸
之路延伸开去的，是河南以“领跑者”
身份成为全国跨境电商的排头兵之
一；陆上丝绸之路上飞奔的，是国内综
合效益领先、高频次满载往返的中欧
班列（郑州）；与多个城市开通海运班
列，又让河南与海上丝绸之路紧密连
接。“四路协同”多维度释放出“乘数效
应”，形成河南开放新优势。

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
量发展

新的战略机遇期，中部地区的发
展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

“发动机”。作为中部经济体量最大的
省份，河南理应挑起更重的担子、负起
更大的责任。

7月 24日召开的全省对外开放大
会明确提出：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

量发展，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
强化“四路协同”，统筹“五区联动”，以
营商环境的优化赢得开放胜势。

今天的河南，开放的决心、意识和
勇气已内化到全省上下经济社会建设
的方方面面。

开放环境吸引资金加速落地，上
汽集团、珠海银隆在郑州、洛阳的项目
均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开放观
念拓宽开放领域，河南自贸试验区洛
阳片区以“法无禁止即可为”为原则，
在外资准入一向严格的文化产业领
域，引入美国传奇 3D公司；开放意识
助推融入全球市场，小微企业也放眼
全球做生意，巩义耐材企业小业主孙
国强，在本土市场饱和的情况下把产
品卖到了非洲。

开放的河南，在吸引众多产业集
聚的同时，也在不断催化各产业“内引
外联”，助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引领
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产业来了——9月 10日，阿
里巴巴（河南）有限公司在郑东新区智
慧岛完成注册设立，不久前，郑州大数
据发展有限公司、数字郑州科技有限
公司已注册成立；（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惠婷 刘一宁

9月 16日，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
党支部书记裴春亮再次走上讲台，和
辉县市乡镇党委书记、基层干部谈初
心、话使命、讲担当。

记不清讲了多少场，作为省委“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宣讲团成
员，裴春亮从身边老典型的故事讲到
自己的成长经历，“不忘初心跟党走，
乡亲不富誓不休”，他的讲述激励听众
也激励着自己。

“我的初心来自哪里？我从小听
着史来贺、郑永和、吴金印等身边老典
型的故事长大，梦想着将来能够像他
们那样，做一个实打实为群众办好事
的人。”裴春亮说。

在新乡这块中原沃土，史来贺、郑
永和、吴金印、刘志华、张荣锁、耿瑞
先、赵化录、裴春亮等一大批先进典
型，凭着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
合力唱响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新乡
先进群体。他们的出彩故事不仅感染
着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也是当前进行
主题教育的鲜活教材。

用好身边“钙源”，向先进典型看
齐，接受思想洗礼，让信仰之火熊熊不
息，是不少地方开展主题教育采取的
有效举措。

信阳是革命老区、红色热土，用好
大别山革命教育资源是信阳开展主题
教育的鲜明特色。各单位各行业组织
党员干部走进鄂豫皖革命纪念馆、走
进大别山干部学院、走进鄂豫皖苏区
首府烈士陵园，重温红色历史，坚定理

想信念。
中原大地孕育的焦裕禄精神、红

旗渠精神、愚公移山精神，是全党宝贵
的精神“钙源”。主题教育中，一批又
一批党员干部来到焦桐下，重温焦裕
禄同志的感人事迹和精神伟力。安阳
市委安排一周时间到红旗渠干部学院
进行集中学习，大批干部群众自发来
到林州，在青年洞驻足，到红旗渠纪念
馆参观。

学先进，补“钙源”，找差距，谋发
展。

洛阳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全市
共排查确定 106个软弱涣散党支部，
由县（市、区）、乡镇（街道）党委书记领
办，明确时间节点抓整改；

漯河办好“百姓问政直通车”“铁
面问责、直面整改——漯河党风政风
热线”等问政栏目，解决了重点项目建
设、作风建设及民生问题100多个；

淇县深入开展“千名干部下基层”
活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农村，访民
情、听民声、解民难、化民怨、帮民富、
促发展；

方城县领导干部加强调查研究，
建立问题清单，开出解决问题的“药
方”；

在“泥腿子”干部马海明殉职的地
方，栾川县潭头镇重渡沟村主动帮扶
后进村，帮助农户解决网上销售等问
题……

在第二批主题教育中，广大党员
干部在学中思、学中用、学中干，把学
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锤炼党性、破解难
题、推动工作的扎实行动。③9

用身边“钙源”砥砺初心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9月2日，中央文明办发布8月“中国好人榜”，新县78
岁的张爱华名列其中。9月16日，记者见到她时，面前的老
人头发花白、面容慈祥，穿一件深绿色上衣，朴素如大别山
中的一株老树。

张爱华名列“中国好人榜”，缘于她55年义务守护“红
军洞”。“红军洞”里，曾活跃着她一生感佩的革命先辈——
被誉为“大别山江姐”的晏春山。

晏春山已经去世86年，但她的形象在张爱华眼中永远
清晰、动人。

1933年，40岁的女共产党员晏春山被捕。为了逼问
出红军游击队的去向，敌人对她用尽酷刑，她始终不屈服。
最后，她忍着剧痛，把敌人带到远离游击队的鸡公寨大花
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纵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

晏春山跳崖地，距离张爱华的老家新县郭家河乡湾店
村大约3公里。跳崖地在山顶，郭家河在山脚。山高路陡，
却把两个不同时代的女性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对张爱华来说，这是一条缅怀路。
晏春山牺牲后，乡亲们找到她的遗体时，发现她头上缺

了一大块头皮。“我不敢想象她当年受到了什么样的折磨。”
张爱华感叹，“同为女人，我佩服她，她太坚强了，为了革命
事业，命都可以不要！”这种感佩，让她无法抑制对革命先辈
的缅怀和敬仰。

当1964年一名老干部重返故里，郑重要求张爱华看守
好晏春山跳崖地等革命遗址所在区域时，她一口答应。从
此，她就一直走在这条路上，从山脚走到山顶，从满头青丝
走到白发苍苍，整整走了55年。

上山时，张爱华总是随身揣着一块毛巾，用来擦拭山顶
的纪念碑，并亲切地说是“给老首长擦擦脸”。起初，从山脚到山顶，路陡坡滑，荒
草丛生，她要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一不留神就会摔下来。张爱华拿把镰刀，边
爬边清理杂草和灌木，日久年深，荒山竟被她走出了一条坦途。

张爱华说，这条路，也是她的感恩路。
张爱华的父母都是老红军。1947年，张爱华被敌人抓住后扔到河中，高烧

不退直至昏厥，醒来时眼前都是戴“五星帽”的人。“是党救了我的命，是党给了我
一切。”她说，“守护革命遗址，就是我对党报恩的一种方式。”

跳崖地附近的山坡上，分布着大大小小上百个“红军洞”。当年，这些洞穴保
护着红军战士，留下了不灭的革命火种。张爱华担心“红军洞”遭到破坏，游击队
员们找不到“家”；担心烈士纪念碑被雨水冲倒，那些生动的故事和烈士的名字会
被人遗忘。所以，55年岁月更替，她一直走在那条通往山顶的路上，倾心守护那
些革命的“老蔸蔸”（蔸，指植物的根）。

这条路，更是张爱华的传承路。
郭家河乡风光宜人，但跳崖地鸡公寨是游客最多的地方，大批群众到此瞻仰

凭吊，张爱华年年做义务讲解员。她说：“郭家河是将军乡，有3500多名先烈为
新中国的建立献出生命。我要做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告诉大家新中国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9月17日，张爱华再次走过那条路，静静站在山顶的纪念碑前。霏霏细雨中，
她消瘦的身影、神圣的纪念碑、肃穆的大山、郁郁葱葱的森林，融汇在天地间。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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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 17日电 北京 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发布仪式17日晚在北京
首钢园区国家冬季运动训练中心冰球馆隆重举
行，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北京冬残奥会
吉祥物“雪容融”精彩亮相。

“冰墩墩”以熊猫为原型进行设计创作。冰
象征纯洁、坚强，墩墩意喻敦厚、健康、活泼、可
爱，契合熊猫的整体形象。“雪容融”以灯笼为原
型进行设计创作。雪象征洁白、美丽，容融表达
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发展的理念，灯笼代
表着收获、喜庆、温暖和光明。新华社发

冰墩墩雪容融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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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

1933年，40岁的女共产党

员晏春山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

始终不屈服，在新县郭家河乡纵身跳下悬

崖，壮烈牺牲。1964年，张爱华开始义务守

护晏春山跳崖地等革命遗址所在区域。从

山脚走到山顶，从满头青丝走到白发苍苍，

这条守护之路，张爱华整整走了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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