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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咬牙就是 3个多

小时。厚重的铅衣加剧

了手臂的疼痛，有那么一

刹那，刘一强真的想放弃

了，但是，一个医生的责

任、一个援外队员的使命

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力量。

□本报记者 曹萍 本报通讯员 封宁

“当时就想着赶紧把手术做了，
毕竟是救命的，我这不是什么大事。”
12月 3日，通过手机视频连线，中国
援赞第21批医疗队队员、郑州市中心
医院介入科医师刘一强轻松地对记
者说。但是，通过手机屏幕可以看
到，刘一强头上戴着牵引器、手上还
扎着针在输液，他已经卧床 8 天了。
原来，在11月 25日的一台手术中，刘
一强强忍颈椎病引起的剧痛，咬牙坚
持了 3个多小时，顺利完成了赞比亚
第一例肿瘤介入手术。

患者是当地一名中年女性，腹部
因为胃巨大间质瘤高高隆起，患病已
经半年多了。她辗转多家医院，都因

为病情复杂被拒之门外。两个多月
前，经人介绍，患者找到了刘一强。
刘一强“艺高人胆大”，为患者制订了
介入手术治疗方案，并预约了手术。
然而，由于当地条件限制，3次预约，3

次取消，患者带着巨大的肿瘤近乎绝
望地等待着。

刘一强第四次为患者预约了手
术，这次他“志在必得”，专程提前从
国内带来了手术需要的一个重要工
具。11月 25日，患者如期躺到了手
术台上，看到了生的希望。然而，此
前一周，刘一强的颈椎病发作，他打
了两次封闭、吃了很多止痛药。就在
进手术室之前，他的病情突然加重。

“当时，头、脖子和胳膊都是疼的，赶
紧吃了两片止痛片，也不见减轻。”刘
一强回忆当时的情景。

其他人都劝他先去治疗，给患者
改约个时间。但想到患者忍受着疾
病的巨大痛苦和危险，不知道下一次
又要等到什么时候，刘一强毅然站上

了手术台，“看到患者那求生的眼神，
真是不忍心告诉她又不能做了，咬牙
坚持一下吧。”

这一咬牙就是 3 个多小时。厚
重的铅衣加剧了手臂的疼痛，有那
么一刹那，刘一强真的想放弃了，但
是，一个医生的责任、一个援外队员
的使命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力量。身
体的疼痛并没有影响他精湛的技
术，终于，赞比亚首例肿瘤介入手术
顺利完成，刘一强却被大家搀扶出
手术室，躺在汽车后座上回到了驻
地。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如今，刘
一强虽然卧病在床，但倍感欣慰，他
和队友们在万里之遥的非洲大地，谱
写了一曲曲动人的生命之歌。③5

忍剧痛咬牙坚持3个多小时完成赞比亚首例肿瘤介入手术

援赞医生刘一强“有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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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蒋晓芳）记者12月 4日获悉，鹤
壁腾飞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与中国科学院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合作建设的年产
30万吨二甲醚制乙醇项目，近日在鹤壁
市山城区牟山工业集聚区开工奠基。该
项目将于一年后建成，可实现年销售收
入 16.8 亿元、利税 3.8亿元。鹤壁腾飞
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也将成为我省首家二
甲醚制乙醇工业化生产的企业。

在今年 10月召开的中国·河南开
放创新暨跨国技术转移大会上，鹤壁市
总投资 31.3 亿元的 7个科技项目成功
签约，其中与中科院合作的项目有 3

个，包括本次开工奠基的 30万吨二甲
醚制乙醇项目。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该项目总投资
11.8亿元，采用了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研发的二甲醚羰基化反应加氢工
艺技术，是世界首创的合成气/甲醇经二
甲醚羰基化反应加氢工艺技术（DMTE
技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通过采
用这项前沿技术，鹤壁腾飞清洁能源有
限公司将依托配套的甲醇和二甲醚产
品，进一步产出高附加值的乙酸甲酯和
乙醇。这一新技术的运用，可催生多条
化工路线和产品，具有可以改变整个化
工产业格局的重大意义。③8

本报讯（记者 孙欣）12月 4日是第
六个国家宪法日，本周也是第二个“宪
法宣传周”。连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
积极开展了以“弘扬宪法精神，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
的宪法宣传活动，在全社会营造了浓厚
的法治氛围。

12 月 4 日，省直机关纷纷举行宪
法学习宣传教育座谈会。省检察院举
行新任检察官和新进人员宪法宣誓活
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举行了宪法宣
誓仪式和宪法知识专题培训，很多单
位还以文艺会演、演讲比赛、法律法规
知识竞赛等形式弘扬宪法精神、传播
法治文化。

国家宪法日当天，郑州市在中原区
长江公园举行了宪法宣传活动。活动
现场，一系列寓教于乐的普法节目轮番
上演，引来观众阵阵掌声。普法志愿者
通过发放宣传页和普法宣传品、开展有
奖知识问答等方式进行集中法治宣传。

洛阳市组织普法宣传骨干、普法

志愿者、村（社区）法律服务工作者、
“法律明白人”深入乡村、社区，采取悬
挂宣传标语、设置法律咨询台、发放普
法资料、现场讲解法律知识等形式宣
传宪法，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法
律的熏陶。

新乡市组织领导干部集中学习宪
法，增强法治观念；周口市制作宪法宣
传公益广告，通过各类媒体全方位立体
式宣传；信阳市开展有奖答题、普法谜
语猜猜猜等活动；开封市组织全市村
(居)法律顾问走村入户，开展专题法律
咨询……

全省中小学校集中组织开展丰富
多彩的宪法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宪法
晨读”、宪法知识竞赛、书画比赛等形
式，引导青少年自觉成为宪法的忠实崇
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弘
扬宪法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在全社会
形成敬畏宪法权威、全民普法守法的新
气象。③5

推进推进““三散三散””治理治理 守护蓝天白云守护蓝天白云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12 月 4
日，在全省“三散”污染治理暨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推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上，省政府安排部署了12月份重点攻
坚工作。

针对全省秋冬季空气质量形势
和当前存在问题，12月份我省将重点
抓好散煤污染治理、扬尘污染治理、
工业企业深度治理、柴油货车污染治
理和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五项工作。

据统计，采暖季污染物排放量较
非采暖期抬升 30%以上。散煤污染
是秋冬季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因
素。省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为做好燃煤散烧管控，将着力打好全
省散煤动态清零、禁煤区内洁净型煤
清零、洁净型煤质量监管、洁净型煤
价格监管等战役。

截至 11月 30日，全省在建施工
工地 11224个，规模以上工地安装在
线监测监控设施 8286个。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严查工
地施工扬尘，严抓城市清洁行动，严
控渣土清运处置，严管露天矿山综合
整治。

今年全省开展了非电行业提标、
重点行业无组织排放、工业炉窑、挥
发性有机物、锅炉、铸造行业等6大类
3.1 万个工业项目专项治理行动，截
至12月 2日，已完成2.9万个，完成率
93%。

“今年 3月份开展工业企业深度
治理以来，污染排放同比下降31.4%，
这也是空气质量实现持续改善的重
要原因。”省生态环境厅负责人表示，
对未按时间节点完成治理任务的，原
则上一律实施停产治理，年底前不得
复工生产。

因各类柴油货车超标排放，我省
大气中氮氧化物浓度居高不下，并影
响PM2.5的改善幅度，成为当前我省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中的突出问题。

针对柴油货车污染问题，公安部
门与生态环境部门联动，进一步强化

路检路查执法，深入开展入户执法检
查，落实禁行区管控有关规定，集中
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查整治，加强
油品质量监管。

当天会上，还总结了全省重污染
天气应急管控工作。

进入秋冬季以来，我省先后经历
了四次重污染过程，由于各地及时应
对、积极管控，缩短了污染时长，减轻
了污染程度，空气质量较预警预报普
遍降低了一个污染等级。特别是 10
月份，管控工作扎实，管控成效非常
明显。

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报，我省12月
份有 3次污染过程，其中 5日至 10日
及整个中旬污染物扩散条件都较差，
12日至 17日有一次较长时间高湿静
稳天气过程。③6

今年最后一个月

防控大气污染抓好这五项工作
关注第六个国家宪法日

全省各地开展宪法宣传活动

让宪法信仰根植人心

国家宪法日当天，宁陵县纪委监委的党员干部举行宪法宣誓仪式。⑨3 吕忠箱 摄

鹤壁企业开全省二甲醚制乙醇
工业化生产先河

12月 3日，在如火般晚霞的辉映下，中
牟段黄河水天一色，蔚为壮观。良好的湿
地生态，引得候鸟在此栖息，不时悠闲地在
滩涂上漫步、觅食，一幅可爱和谐的生态画
面跃然眼前。⑨3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

水天一色
大美黄河 本报讯（记者 杨凌）12月4日，应用

于法国巴黎地铁 16号线的两台大直径
土压平衡盾构机在中铁工程装备集团郑
州基地正式下线，即将远渡重洋，为巴黎
地铁建设贡献力量。此举意味着中国盾
构顺利进入全球高端市场。

“中铁装备以创新技术、过硬质量
及高品质服务赢得认可，成为进入巴黎
地铁的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中国掘进机
企业。”中铁装备董事长谭顺辉介绍，巴
黎地铁一直以高标准、高定位、高水准
闻名，此次中铁装备制造的两台盾构应
用于巴黎地铁建设，打破了国外掘进机
企业对高端市场的垄断，进一步彰显了
中铁装备在全球市场的综合技术实力。

据悉，此次出口法国的盾构机直径
9.86 米，总长约 115 米，将用于巴黎地
铁16号线2标隧道建设，穿越地层主要
有粒状石膏层、粉质黏土、石膏泥灰层、
石灰岩层等。巴黎地铁 16号线是大巴
黎地铁公司负责运营的巴黎近郊区域
自动超级地铁网的重要连接部分，也是
巴黎大都会发展计划的一部分。

据了解，自 2012年起，中铁装备连
续7年中国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2017
年和 2018年连续 2年盾构产销量世界
第一，先后参与了新加坡、阿尔及利亚、
意大利、丹麦、澳大利亚等 20个国家和
地区的城市轨道、引水工程等基建项
目。③5

巴黎修地铁 用咱“河南造”

中国盾构进入全球高端市场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2 月 4日晚，“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中国魔术之乡宝丰农民
魔术师《希望的田野》专场演出”在河南艺术中心
大剧院上演，魔术师们以娴熟的技巧、魔幻的表演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奇幻的魔术盛宴。

此次演出由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文化和旅
游厅、平顶山市委主办，河南省杂技家协会、宝丰
县委县政府承办。

演出以中国魔术之乡宝丰县本土农民魔术师表
演的节目为主体，同时也邀请了在国内外杂技魔术大
赛中多次获得大奖的节目。当晚的演出在《古彩戏
法》《钓鱼》《六连环》《软功》等宝丰县农民日常表演
魔术的情景中拉开序幕，紧接着，《百花争艳》《伞花
步韵》《希望的田野》《高风亮节》《守望和平》等极具
魔幻效果的节目陆续上演，热烈的掌声此起彼伏。

在宝丰县，魔术成了独特的民间艺术，忙时，
拿起锄头是农民，青纱帐里寻不见；闲时，登上舞
台是演员，几日散去万千兵。据悉，目前，宝丰县
有民间魔术表演团体 1400多个，从业人员 5.5万
余人，表演团体总数和从业人员数均占全国的一
半，全县民间团体年创演出收入达 10.7亿元。宝
丰县魔术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相关文化产业
的发展，魔术道具、歌舞服装、音响、灯光、教育培
训等产业年创收4.22亿元。③5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12月 4日是
国家宪法日，记者从省高级人民法院获
悉，当天，由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和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举办的“宪法的精
神 法治的力量——2019 年度法治人
物 颁 奖 礼 ”在 北 京 举 行 ，10 位（组）

“2019 年 度 法 治 人 物 ”和 5 位（组）
“2019年度致敬奖”获奖者或其亲属接
受颁奖。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二
庭原副庭长李庆军获得致敬奖。

李庆军的妻子马凤实作为亲属代
表，上台接受了颁奖。给予李庆军的颁
奖词这样写道：4年的抗争啊，没能等来
一个奇迹。直到你离开，人们才看到这
些日记，才知道你与病魔抗争的经历。

面对生命的紧迫，面对工作的千头万
绪，你没有放弃，而是选择倍加珍惜。
你让我们再一次思考，到底什么才是值
得尊敬的品格，什么才是平凡中最伟大
的奇迹！

河南日报是最早深入报道李庆军
事迹的媒体，曾在一版先后推出三篇长
篇通讯，全媒体同步传播，报道推出后，
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河南日报还
派出记者作为李庆军先进事迹报告团
成员，在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组
织的多场报告会上进行巡回宣讲，深情
讲述李庆军坚守初心、用生命践行使命
的动人故事，展示了出彩河南人的高尚
品质。③5

《希望的田野》
专场演出在郑举行

2019年度法治人物颁奖礼在京举行

河南法官李庆军获得
“2019年度致敬奖”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12 月 4日，记者从省
农业农村厅获悉，我省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有限
公司、新郑市香祖油脂有限公司等 16家农业企
业，晋升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至此，
我省共有76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总
数位居中部第一、全国第三。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是指以农产品
生产、加工或流通为主业，通过合同、合作、股份合
作等利益联结方式直接与农户紧密联系，使农产
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在规模和
经营指标上达到规定标准并经全国农业产业化联
席会议认定的农业企业。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由农
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委评估认定，
12月 3日公布的第六批299家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名单中，我省16家农业企业成功入选。

这16家企业，都是各地多年发展起来的大型
农业企业，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乡
村产业发展和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助力脱贫攻坚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企业经营规模大、市场
竞争力强、产业融合度高、行业覆盖面广、联农带
农紧，资产规模都在1亿元以上，年销售收入都在
1.3亿元以上，通过建立合同、合作、股份合作等利
益联结方式带动农户都在3500户以上。

据了解，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实行
动态管理，有出有进、竞争淘汰，通过动态监测管
理，每两年进行一次监测评估认定。经认定公布
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可享受有关优惠政策。③6

我省16家农业企业
晋升“国家级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