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家企业不寻常。

它是一家“老字号”国有企

业，也是液压支架领域的“领

跑者”，曾经创下了三个“中国

第一”、一个“世界第一”的纪

录：中国第一台自移式支架样

机、中国第一台放顶煤综采液

压支架、中国第一套突破 6米

大采高支架、世界第一套突破

8.8米大采高支架……

61 年。从“敢争第一”到

“勇夺第一”的初心不改，从

“中国第一”到“世界第一”的

使命必达，郑煤机人栉风沐

雨，勇毅笃行，凭着钻劲、拼

劲、闯劲、韧劲，攻克了一个又

一个难关险隘，实现了一次又

一次自我超越，并熔铸成独属

于郑煤机的生长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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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第二届世
界顶尖科学家论坛（2019）10月29日在上
海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科学技术是人类的伟
大创造性活动，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
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中国愿同世

界各国一道加强科学研究，密切科研协
作，推动科技进步，应对时代挑战。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科技前
沿领域发展，致力于推动全球科技创新
协作。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加强国
际科技交流，依托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等平台，推动中外科学家思想智慧和研
究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
力。希望与会代表围绕“科技，为了人类
共同命运”这个主题，推动基础科学、倡
导国际合作、扶持青年成长，为共同创造
人类更美好的未来作出贡献。

□本报记者 孙静

今年 7月从郑州大学计算机专业
毕业的李丹，并没有像往届大多数毕业
生一样前往北上广等城市求职，反而回
到家乡小城沁阳市，在蛮蛮云计算技术
有限公司就了业。她和同事们一起，负
责运营维护京东、小米、微软、360、
CIBN等多个重要平台的海量数据，以
保障方圆 500公里以内的居民在使用
这些平台时，速度可达到全网最优。

虽然是 2016 年才成立的年轻公
司，但蛮蛮云已获得了全国全网增值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牌照，为国内众多
知名互联网企业提供数据存储、数据
安全、数据分发、数据分析等服务。
2017年，其在沁阳市建立的计算数据
中心项目正式运行，很快成为豫晋陕
鄂鲁等省重要的云计算基地。

看视频更快、打开网页从不卡……
这仅仅是蛮蛮云为我省居民带来的“便
利礼包”之一。沁阳市产业集聚区办公
室副主任王泽蕴认为，更重要的是，蛮
蛮云在沁阳为河南的计算机和大数据
产业搭建起一个极其牢固的“地基”，能
让海量数据尤其是眼下火热的视频流
又快又好传输，这就吸引了更多互联网
创业者来沁阳“建房子”开公司，并将更
多优秀人才留在这里。

前不久，北京节节开花科技有限
公司就在沁阳市注册了分公司。“我们
公司主要是制作分发视频内容，挨着

蛮蛮云，画面存储、传输质量和访问稳
定性等都有保障。”节节开花沁阳分公
司商务总监李久灵说。

网络视频是眼下互联网产业的“爆
点”，蛮蛮云的服务则是这一产业链中
必不可少的一环，这也为沁阳市搭乘

“视频产业快车”带来新机遇。目前，该
市正围绕视频处理产业、网络视频行业
等开展招商引资，以期打造出具有一定
规模的视频产业聚集区。

“蛮蛮云为沁阳‘无中生有’造出
了一个数字产业链，它在 2017 年落
地，今年的产值预计达到 2亿元，而明
年则可能是 5亿元，这样爆发性的增
长在传统产业里几乎是不可能的。”王
泽蕴说。

数字产业对传统领域的智能改造
成效也在凸显，沁阳市公安局的视频
监控系统就迎来一场云变革。“依托蛮
蛮云的数据支撑，我们的视频监控、存
储能力和视频调取速度大幅增加，全
市安全监控能力更强。”沁阳市公安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

日前举行的“2019数字经济峰会
暨河南智能产业生态建设国际交流
会”，公布了我省在数字产业领域的重
要战略部署，蛮蛮云运维体系负责人王
顺东表示，蛮蛮云存储容量更大的二期
工程正在沁阳建设，投入使用后，有望
成为中原地区最大的计算机数据中心，
必将为河南的数字产业发展提供强大
的基础服务能力和支撑作用。③9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10 月 29
日，十二届省政协连任委员第一期培
训班在郑州开班，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重要
讲话和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省政
协主席刘伟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刘伟指出，9月16日至18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调研，就推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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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好主题教
育等提出具体要求。9月20日，习近平
总书记出席中央政协工作会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对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
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部署新要
求，为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提供了
根本行动指南。中央近日又印发文件，
对政协工作作出安排。学习好、贯彻好、
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

央文件要求，是我省全体政协委员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要认
真参加学习培训，深刻把握精神内涵，在
学深悟透上下功夫，努力将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重要要求、作出的重要部署和
中央文件的各项安排不折不扣地落实落
地。要提高履职能力，做到懂政协、会协
商、善议政，夯实好履职建言的基础，把
握好履职工作的重点难点，发挥好主体
作用，在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绚丽篇章中
作出新贡献。要强化责任担当，做新时
代的责任委员，在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发挥专门协
商机构作用、广泛凝聚共识、加强自身建
设上做出新样子，以扎实的履职成效不
负时代重托、不辱光荣使命。

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主持开班式，
秘书长王树山出席。省委组织部有关同
志到会指导。本次学习研讨班为期 3
天，170多名省政协委员参加。③4

□夏远望

液压支架在拉架、推溜完毕后，各阀

把必须扳回“零”位。郑煤机总装车间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果不这样做，各液压

元件将因长期处于供液状态而损坏，出

现串液、漏液现象，甚至发生漏顶事故。

及时“归零”，不仅是一种操作规

范，更是郑煤机一以贯之的生存之道、成

功密码。“勇于归零、善于归零，不断重整

行装再出发，是郑煤机企业文化的核

心”。正是有了强烈的“归零意识”，郑煤

机实现了从濒临破产到行业龙头的涅

槃重生；实现了从“中国第一”到“世界第

一”的技术飞跃；实现了从单一煤机市场

到“煤机+汽车零部件”的双主业驱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郑煤机考察调研时

强调，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实体经济

是我国发展的本钱，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

优势的重要支撑。作为我省乃至全国先

进制造业的一张“名片”，郑煤机一个个“从

零开始”的业界传奇值得点赞，郑煤机人

勇于归零、善于归零的企业文化，更值得

全省各行各业特别是制造业学习、借鉴。

“归零意识”的背后是强烈的忧患意

识。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创新速度加快，

技术迭代周期缩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躺在功劳簿上“睡懒觉”，今天的标兵明天

就可能落伍，甚至沦为逃兵，被市场“清

零”。成就从来都是“创”出来的，而不是

“守”出来的，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自

主创新，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须臾不

可懈怠，只有不断“归零”，不断破旧，才能

不断立新，不断占据竞争优势。

“归零意识”的背后是自觉的大任于

斯。习近平总书记对制造业发展一直寄

予厚望，他强调，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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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国制造业

和实体经济搞上去，推动我国经济由量大

转向质强，扎扎实实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先进制造业这个脊梁如何挺

起？欲抬头先埋头，要挺起脊梁先“弯下

身腰”，保持“归零意识”“空杯心态”，点燃

最初的激情，保持创业之初那种筚路蓝

缕、艰苦奋斗、敢为人先的精神状态，才能

不负厚望、不辱使命，不断擦亮民族品牌。

“归零意识”的背后是高度的发展

自信。“归零”，不是要将记忆清空，而是

要再起宏图。笃信“时”与“势”都在我们

这边，笃信改革创新的深厚力量，才能更

加坚定地发挥既有优势，奋勇争先闯新

路。“留下技术人员、靠创新干企业”，取

缔干部“终身制”，中层干部两年一竞聘；

“离开行业不离开专业”，收购全球第一

大汽车技术供应商——德国博世集团

电机业务……郑煤机一系列改革举措，

大刀阔斧、步履铿锵。谋定而动，实至势

成，企业发展就需要这样的自信与果敢。

先进制造业发展，有许多新路需要

开辟，许多雄关需要去闯，某种意义上

都是“白手起家”。敢问路在何方？勇

于归零、善于归零，路，就在脚下！3

□吕志雄

早上过马路，看行人红灯停绿灯

行；坐地铁，正值上班高峰，人

们井然有序地排队上车。面对

此情此景，相信每一个人都会

感到舒心愉快。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既需要决策者朝着科

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方向努

力，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上体现

“工匠”精神，也需要每个市民都积极

参与、全力以赴，以高素质提升城市颜

值，涵养城市气质。

不久前，郑州成功举办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收到的 4780 封

感谢信、231 面锦旗，就包含着广大志

愿者的辛勤工作、广大市民的

真情付出。工作生活中，一点

一滴的小事，体现着城乡治理

的水平，影响着生活质量的优

劣。出彩路就在咱脚下，每一

个人都把个人的进步与民族复

兴的梦想、中原出彩的事业紧

密联系起来，立足本职岗位，抓紧每一

天，从自己做起、从点滴做起，办文明

事、做文明人，就能把平凡做成非凡，

用我的精彩汇成中原绚丽出彩。3

打好“地基”
让数字产业在中原聚集

省政协举办连任委员培训班
刘伟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出彩路就在咱脚下

制造业发展要有“归零意识”

习近平向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2019）致贺信

习近平将出席第二届进博会

▲郑煤机8.8米电液控制两柱掩护式液压支架（10月26日摄）。⑨6

我省为校外线上培训“划红线”

不得一次收取超3个月费用

2019第五届中国PPP发展（融资）论坛举行
04~05│特刊

10│民生新闻

▶
工人正在拧紧液压支架上的连接胶管。⑨6 均为本报记者 栾姗 摄

解码郑煤机
□本报记者 万川明 栾姗

06│综合新闻

钻劲——
不达目的不罢休

鄂尔多斯市，神华集团神东煤炭
集团的主力生产矿井——上湾煤矿，
郑煤机 8.8米电液控制两柱掩护式液
压支架顶起了“世界第一高”的综采
工作面，工作阻力、支护高度、支护中
心三项创新指标均为世界之最。

然而，到达巅峰之前的每一步，
都无比艰辛。将“世界之最”收入囊
中，绝非朝夕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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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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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
聚集郑煤机，为新中国的工业化梦想
共同努力奋斗，原郑煤机研究所所长
杨振复就是其中一员。

小心翼翼拨打越洋电话的考察
团队、震惊于综合机械化生产线的技
术人员、第一次看到液压支架图片的
采煤工人……“液压支架下，煤炭自
动往下落。”杨振复说：“当时就感觉，
技术水平压根不在一个层级上，一条
巨大的沟壑横亘在中国与世界先进
水平之间。”

沟壑是怎么填平的？“凭着一股
子钻劲，十年磨一剑，不达目的誓不
罢休。”郑煤机总工程师王永强说。

——摸索，蹒跚学步也艰辛。
世界上哪个地方领先，就引进哪

里的设备和技术，照着做、摸索学、反

复试，技术人员闭着眼睛都能将所有
零部件重新安装一遍。

1964年，中国第一台自移式支架
样机在郑煤机诞生。

高位、中位、低位放顶煤支架，现
在已经司空见惯，当时在国内却是前
所未有的探索。

不同的煤层需要不同的液压支
架，煤层达十几米时就需要分层。“如
果都照着国外的支架制造，高矮肥瘦
一个模样，就会出现‘洋鸡趴窝不下
蛋’的情况。”与共和国同龄的郑煤机
调研员冯占群说。

——攻关，技术升级勇创新。
瞄准国内市场需求，郑煤机对英

国、德国液压支架核心零部件进行技
术攻关，甚至“一个小螺丝钉都被‘请’
进了实验室”，不仅一举攻克技术难
题，还顺利实现本土化技术升级。

1982年，中国第一台放顶煤综采
液压支架在郑煤机研制成功。

当时，郑煤机的职工围着这台液
压支架合影留念，大家开玩笑地把液
压支架比喻为“保险柜里拿钱”，摩擦
金属支柱是“老虎嘴里拔牙”，由此可
见研制设备的艰辛。

——首创，敢作敢为天下先。
中国高端煤机市场曾长期被国

外企业垄断，核心在于电液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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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心里暗暗使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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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郑煤机连续保持了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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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 2018年，在神东煤炭集团
上湾煤矿，郑煤机的液压支架顶起了

“世界第一高”的综采工作面。

拼劲——
不破楼兰终不还

郑煤机的身上有许多“试点”标
签。

国务院国资委国企改革“双百行
动”企业，河南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
济改革和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双试
点”、河南省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改革试点……

这也从侧面说明，郑煤机在整个
行业领域居于先锋地位。大胆试、大
胆闯、自主改，始终伴随着郑煤机的成
长，也滋养出这个企业独有的拼劲。

——改革不是请客吃饭。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不少人对

郑煤机的印象是“全省的一颗定时炸

弹”，资产负债率超过 117%，职工工
资拖欠 8个月，职工的医药费拖了 10
年无法报销……企业随时可能破产。

当时正值煤炭行业不景气，看到
企业的窘境，技术人员开始流失。

对于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而言，创
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人
都留不住，何谈企业发展？”2000年，
37岁的焦承尧出任郑煤机新一届领
导班子“一把手”，面对创新的“源头
活水”不断外流，他在领导班子例会
上拍桌发问。

打破“大锅饭”，要先改分配制
度，不能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
一个样。

“技术人员能吃口肉，我们就有
口汤喝。”这项改革“意外”得到了大
多数职工的拥护。

郑煤机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龚宇，
当时在厂里的技术人员中是“拔尖
儿”的。他回忆说：“技术人员的工资
猛地涨了上去，比普通员工高5倍，流
失的技术人员又回来了。”

稳住了技术人员，郑煤机又取缔
干部“终身制”，同步探索多种形式的
薪酬制度、用工制度改革，有效调动
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大家都争着
抢着干活，有时候为了多干点活儿还
会发生口角。”郑煤机人力资源部部
长崔蕾蕾说。

中国煤炭的“黄金十年”，无形中
放大了郑煤机的机制改革成果，干部
职工的腰包都鼓了起来。“国有企业
开会，（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