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绿色
发展，做优特色生态农
业，扶持发展‘稻虾共
作’、再生水稻、中药材、
苗木花卉等产业，培育龙
头企业，在‘红土地’上奏
响致富曲，努力实现群众
长效稳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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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栾姗

9月 19日，郑州煤
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内，一场专
题会议正在召开，党员
干部正在认真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
河 南 的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此时，千里之外，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
神华神东煤炭集团上
湾煤矿里，由郑煤机自
主研制的8.8米电液控
制两柱掩护式液压支
架，正顶起“世界第一
高”的综采工作面。

当年，面对众多竞
争对手，郑煤机的产品
凭什么脱颖而出，获得
神华神东煤炭集团的
青 睐 ？“ 关 键 在 于 创
新。”刚开完会的郑煤
机董事长焦承尧一语
中的。据了解，这台液压支架是世界上工作阻力最
大、支护高度最高、配套生产能力最强、智能化技术
最先进的支架，多项关键技术均为世界首创。

“强大靠创新，创新靠人才”的思路贯穿郑煤机
发展始终。

70岁的郑煤机退休返聘职工冯占群与新中国
同龄。他说，在上世纪 50年代初期，中国煤炭开采
还停留在“靠炮轰”“拿镐挖”“用筐背”的阶段，机械
化程度很低。同一时期，液压支架已经开始在西方
国家出现。

为此，原煤炭工业部作出中南地区在郑州建设煤
矿机械加工企业的立项决定，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
聚集在郑煤机，为新中国的工业化梦想共同努力奋斗。

1964年，中国第一台自移式支架在郑煤机诞生。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第九大街，形似液压

支架的东厂区大门傲然挺立，诉说着郑煤机在中国
煤机制造史上的崇高地位。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大力发展煤炭综合机械化
开采技术，开始大批量从国外进口价格昂贵的综采
设备。由于国内外地质条件迥异，一度出现了“洋鸡
趴窝不下蛋”的情况。

如何解决“洋设备”水土不服的问题？“拿着‘真
金白银’，却请不来‘洋专家’。”原郑煤机研究所所长
杨振复颇有感触地说，花钱可以买产品，但是真正的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没有工具书，没有洋专家……郑煤机在原煤炭
工业部的号召下，对英国、德国综采设备进行技术攻
关，照着做、摸索学、反复试，不仅一举攻克技术难
题，还顺利完成本土化技术升级，生产的个别型号的
液压支架还销往海外市场。

创业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即便在郑煤机最困难的时候，
技术人员的工资也是最高的。

20世纪 90年代初，中国工业进入产能过剩时代，国家对基础设施
的投资大幅削减，煤炭、钢铁等国有企业亏损面达 52.2%。焦承尧说，
为鼓励创新，留住技术人才，郑煤机改革了分配制度，技术人员的工资
比普通员工高出许多。

中国高端煤机市场曾长期被国外产品垄断，原因在于电液控制技
术受制于欧美煤机巨头。“要想办法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郑煤
机的技术人员暗暗使劲。

2005年，郑煤机为国内最大的煤炭企业神华集团成功研制出 4.5
米液压支架。“这是神华使用的首套替代进口的本土化产品，打破了国
外煤机巨头垄断中国高端煤机市场的局面。”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秘书
长张宏说。

自此以后，郑煤机保持了在世界液压支架研发和制造方面的绝对
优势。6.5米、7米、8米……纪录不断被刷新。2018年，在神华神东煤
炭集团上湾煤矿，郑煤机研发的 8.8米电液控制两柱掩护式液压支架
下井调试成功，顶起了“世界第一高”的综采工作面。

从“中国第一架”到“世界第一高”，发生这些巨变的原因是什么？
焦承尧说：“还是在于创新。”

郑煤机掌握了国内液压支架生产的核心技术，也具备了放手参与
国际竞争的必要条件，自主研发的液压支架产品开始进入俄罗斯、土耳
其、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让中国民族
品牌叫响世界。

总书记的嘱托一直在耳边萦绕，未来郑煤机如何在高端制造、智能
制造方面发力？焦承尧依旧把砝码压在了创新上。③8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习近平总书记
在光山考察调研时强调，利用荒山推
广油茶种植，既促进了群众就近就
业，带动了群众脱贫致富，又改善了
生态环境，一举多得。要把农民组织
起来，面向市场，推广“公司+农户”模
式，建立利益联动机制，让各方共同
受益。要坚持走绿色发展的路子，推
广新技术，发展深加工，把油茶业做
优做大，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农民增
收、生态良好。9月 19日，光山县农
业农村局局长王全兴说，学习了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深感肩上责任重
大。

王全兴介绍，光山县有稻田 80
余万亩，传统水稻种植施用化肥农
药，增加农民种植成本不说，还造成
环境污染、土壤板结。我们正在推
广的“稻虾共作”综合种养模式，不
仅能减少甚至杜绝施用化肥农药，
还能改善土壤结构，提升水稻品质，
提高稻田效益，实现农业增产、农民
增收、农村增绿。

经过试验、总结和推广，目前，
光山县已经发展“稻虾共作”面积

10.2 万亩，小龙虾年产量已达 1.5
万吨。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绿色发展，
做优特色生态农业，扶持发展‘稻虾
共作’、再生水稻、中药材、苗木花卉
等产业，培育龙头企业，在‘红土地’
上奏响致富曲，努力实现群众长效稳
定增收。”王全兴说。③8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的重要
讲话精神，我们倍感鼓舞、信心满
怀。”9月 20日，河南鑫山公司党委书
记丁香对记者说。

河南鑫山公司是郑州市的非公
企业，注重把党建与经营有机融合，
以“离土离乡不离党、扛着党旗闯市
场，围绕市场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
展”为企业指南，先后打造了“党员
示范店”“党员商家联盟”“党带惠”
三大红色党建活动平台。在党建引
领下，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多项经营
指标在全省同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该公司凤凰城市场运营中心员
工裴艳玲说：“总书记希望河南广大
干部群众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我要立足本职岗位，更加
深入了解商家和顾客的需求，提供更
优质的服务。”

“20 年前，我只身来到郑州创
业，目前发展得还不错，这得益于党
的好政策。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后，
我更坚定了继续听党话、跟党走、做
好经营的信心。”凤凰城党员商户高
士伟说。

丁香介绍，河南鑫山公司投资建
设的函谷关老子文化养生园，以党建
文化和老子文化为两条主线，旨在打
造一个休闲度假、交流推广、净化心
灵的开放平台。她说：“园内建有中
国共产党党建文化交流推广中心，我
们将把该中心打造成宣传推广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新载体、新平台。”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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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我省信阳、平顶山、
商丘、濮阳、鹤壁、许昌等地先后召开
领导干部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全省领导干部大
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信阳市召开的全市干部大会强
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
建瓴、思想深刻、内涵丰富，闪耀着马
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芒、蕴含着真理力
量、彰显着实践伟力，是信阳今后全
部工作的统揽和总线，全市上下要将
其转化为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信仰
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巨大动力，转化
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信阳市委书记
乔新江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次视察
河南，首站就来到信阳，充分体现了
总书记深厚的“老区情怀”和对革命
老区的高度重视、对老区人民的关心
厚爱、对老区发展的特殊关怀。全市
要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传承
红色基因、不忘为民初心，坚定信心，
埋头苦干，奋勇争先，坚决打好打赢
脱贫攻坚战，扎实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高度重视生态环保工作，让老区
人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努力为
造福信阳、添彩中原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平顶山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
议，号召全市上下掀起大学习、大宣
传、大调研热潮，凝聚起奋勇争先的
精神力量。平顶山市委书记周斌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位高
远、总揽全局、寓意深刻，具有很强的
思想性、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全

市上下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河南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认识
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
上来，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把做到

“两个维护”放在首位、落到实处。会
议要求，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逐条认真梳理、逐项深入研
究，细化落实措施，精准对标发力抓
落实，努力创造出奋勇争先的实干业
绩。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高度重视生态保护工作、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文化繁荣
兴盛等重要指示要求，奋力在推动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创新社会治理，文旅融合发展
等方面实现攻坚突破。

商丘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
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
重要讲话精神作出安排部署。商丘
市委书记王战营表示，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是全
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责
任所在，是 926万商丘儿女的力量所
在，是商丘未来的前途命运所在。全
市上下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要牢记
嘱托，迅速行动，切实将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
的生动实践。要注重实效、解决问
题，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在主题教育中走心走深走实。要加
强领导，周密部署，迅速掀起学习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热
潮。要更加自觉地从全国、全省发展
大局中谋划推动工作，牢牢把握高质
量发展这条主线、乡村振兴这个主战
略、民生保障这个关键、绿色发展这
个路径，不断增强商丘发展实力，努
力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的商丘新篇章。

濮阳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
要求各级各部门用心用情来体会习
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的高度重视，
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的殷切嘱托，把讲话精神作为开展各
项工作的总纲领，真正把讲话精神转
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和实际作
为。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要
求，深入学习领会、全面吃透精神、准
确把握实质，迅速掀起热潮。要精心
组织学习。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纳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
要内容，力求学深学透、融会贯通。
要广泛开展宣传。各级党委（党组）
特别是宣传部门要聚焦主题、创新形
式，持续开展宣传报道，努力营造良
好氛围，引导全市干部群众自觉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
推动全市各项事业发展上来。要认
真抓好落实。各级各部门要列出专
题，深入调研，找准讲话精神与实际
工作的结合点和发力点，找出更多更
有效的举措和办法，切实推动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濮阳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鹤壁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
要讲话精神，并对全市的重点工作进
行安排部署。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着眼大局、气势恢宏、思
想深邃，让鹤壁广大干群深受鼓舞倍
感振奋。全市上下要把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
务，不忘初心使命、砥砺奋斗精神，决
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的殷切
嘱托。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
迅速行动，加强组织领导，精心安排

部署，确保第一时间把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党组织、
每一名党员干部。要搞好结合，将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纳入第二批主
题教育学习内容，深刻领会核心要
义、精神实质，自觉对表对标，及时校
准偏差；要多策并举，教育引导全市
党员干部学出坚定信念、学出绝对忠
诚、学出使命担当；要领导带头，推动
全市学习走向深入；要大力宣传，切
实把总书记对河南的关心关爱传递
到千家万户。

许昌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
要讲话精神和全省领导干部大会精
神，动员全市上下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不负重托，坚定信心、埋头苦干、
奋勇争先，加快建设“智造之都、宜居
之城”，奋力开创许昌高质量发展新
局面，以实际行动回报总书记的关怀
和厚爱。许昌市委书记胡五岳说，各
级各部门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
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把习近平
总书记指示要求转化为推动发展的
务实举措。准确把握“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大要求，努力实现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准确把握

“扎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要
求，努力让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准确把握“高度重视生态保护工作”
的重大要求，努力让天更蓝、地更绿、
水更净；准确把握“切实保障和改善
民生”的重大要求，努力提升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确保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许昌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③6

（记者 胡巨成 张建新 王平 王
映 郭戈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刘宏冰）

我省各地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

将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0 年前，我只身来到郑
州创业，目前发展得还不
错，这得益于党的好政
策。学习总书记重要讲
话后，我更坚定了继续听
党话、跟党走、做好经营
的信心。

自此以后，郑

煤机保持了在世

界液压支架研发

和制造方面的绝

对优势。6.5米、7

米、8 米……纪录

不 断 被 刷 新 。

2018 年，在神华

神东煤炭集团上

湾煤矿，郑煤机研

发的 8.8 米 电液

控制两柱掩护式

液压支架下井调

试成功，顶起了

“世界第一高”的

综采工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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