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7 岁时，他找回了自己
那爱笑的眼睛

郏县117岁老人张学礼左眼患有白内障模
糊看不清，1月 22日，当地一家眼科医院免费
为他做手术，老人重获光明。

最霸气开道

2 月 13日，大雪袭中原，为保障春运期间
过境车辆行驶安全，河南高速交警全省联动警
车开道护送保平安，雪夜压速带道横跨 500多
公里护送3500辆车平安过境。

铁汉柔情暖童心
脑瘫患儿梦圆消防队

新乡13岁的脑瘫男孩江涛一直梦想当消防
员。5月15日，在福利院老师的帮助下，小江涛去
当地消防队参观，消防员们为他表演了日常训
练，带他坐消防车。消防员说，自己被小江涛称为
英雄很自豪，会带着他的梦想更加努力工作。

他给了陌生的她
两次生命

7月 11日，37岁的徐伟再次躺在省肿瘤医
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的床上，捐献生命种子，帮
助挽救一位 29岁白血病女患者的生命。早在
2018年 8月 23日，他已经在这里为对方捐过一
次，当患者病情复发，他再度伸出援手，心愿只
有一个：救人救到底!

1000天送出15万份
温暖的爱心早餐

7 月 18日，由商丘市义工联发起的“商丘
好人”免费早餐公益项目，已给环卫工提供免费
早餐整整1000天。

他走了
捐出器官救4人

8月 10日，内蒙古汉子李小强的器官分别
被成功移植到4名受助人的体内。在郑工作的
李小强在一场会议中突然晕倒，虽然经过抢救
恢复了心跳，但却被宣布脑死亡。经过慎重考
虑，家属决定将他的器官捐出，以此挽救更多
人，将爱留在河南。

妈妈再也不用
担心我的午餐了

10月 8日起，郑州市郑东新区中小学全面
启动在校午餐和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率先开启

“官方带娃”新模式。随后，二七区、金水区、惠
济区、经开区等也相继开启了此项工作。

救起坠井老人
消防员缺氧累瘫

10 月 29日，新乡市凤泉区大块镇东郭村
一位七旬老人坠井，该井深近 6米，直径较窄，
且老人上肢无行动力，救援难度较大。经过近
30分钟的紧张救援，终于将老人救出，而下井
救援的消防员何世豪却因高强度作业和缺氧，
累瘫在现场。

好人黄久生
带着40位“爸妈”游北京

10月 26日至 31日，信阳好人黄久生带着
他赡养的40位“爸妈”，从潢川县双柳树镇久生
光荣敬老院出发，途经武汉，飞往北京，开启了
一场为期5天的圆梦之旅。

阅兵走给世界看
回家走给乡亲瞧

11月 5日，参加今年国庆大阅兵的解放军
战士常跃波，回到伊川县老家为乡亲们展示阅
兵成果。

你印象最深的暖心瞬间是什么？评论区留
言告诉我吧。③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继红 见习记者
翟晨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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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致文

11月 30日以来，今日头条、抖音、
河南手机报新界等平台，被“和杜甫一
起坐郑渝高铁回家”活动刷屏。很多
诗人、网友用诗歌这种形式，礼赞郑渝
高铁郑襄段的开通。网友说，如果杜
甫生在当今，也不至于用了 2年多的
时间还没有回到家乡，客死在路上。

当年，杜甫在闻官军收复河南河
北后，毅然回乡，写下了“即从巴峡穿
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甫的老家巩
义，唐时属洛阳）”的诗句。诗句中提
到的襄阳，恰为郑渝高铁途经的重要
站点。因此，在郑渝高铁郑州至襄阳
段正式开通之际，河南省诗歌学会和
河南手机报共同策划推出了“和杜甫
一起坐郑渝高铁回家”活动。

活动发起后，诗人、网友纷纷献
诗。在河南手机报新界客户端，诗人
张鲜明写下《乘G4051次高铁回邓州》

的诗歌。他写道：“这是郑渝高铁开通
的首次列车，老兄啊，咱们结伴坐他一
趟，你去一趟巴蜀，我回一趟家乡。”诗
人吴元成写道：“‘妈接你来郑州看看
吧’，妈妈笑了‘太远，我晕车……’弟
弟说‘坐高铁，没事儿！’”还有很多诗
人、网友写下古体诗。河南手机报读
者张德勇写下了《闻郑州万州高铁通
车》：“忽闻高铁进渝川，翻山越岭跨重
关。中原巴蜀两首望，郑州万州一日
还。土石转眼留心记，江河瞬息惊梦
幻。诗圣笑踏归乡路，从此不怨蜀道
难。”诗人了然的《甜蜜的归程》更是引
起了网友的共鸣，他写道：“高铁是一
块糖，在相聚的杯子里，加速着生活的
甜蜜。”

目前，活动已吸引 200 余省内外
诗人参与，200 余万网友点赞留言。
抖音平台网友“玖月”留言：“曾以为诗
与远方离我那么遥远，这个活动让我
感到诗与远方并不远！”③6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栾姗）
12 月 4 日，分子筛行业的龙头企
业——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建龙微纳，股
票代码：688357）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科创板上市仪式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举行，成为河南省乃至中部地
区首家科创板上市公司。

一家来自洛阳偃师的民营企
业，缘何成为中部首家科创板上市
公司？“建龙微纳从上市辅导到申报
审核，一路走得很‘顺’，很关键的一
点，就是打好了‘创新牌’。”河南证
监局相关负责人说。

建龙微纳创新的关键在于掌
握了分子筛的核心技术。提到分
子筛，大部分人都会感到陌生，但
将黏稠的石油变为清亮的汽油、净
化汽车尾气中的有害物质、将空气
分离制取氧气，都离不开它。“分子
筛其实就是通过物理吸附，‘筛’去

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氮气等成分，
从而达到提纯目标气体的目的。”
建龙微纳董事长李建波说。

由于具有吸附能力高、选择性
强、耐高温的优势，分子筛广泛应用
于石油加工、空气分离、环保节能、
家电制造等多个领域。“别小看这些
直径还不到 1微米的小小分子筛，
它们可担负着‘催化’工业产业的重
任。”省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富禄说。

当前，全球范围内新一轮产业
革命浪潮澎湃汹涌，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5G等新兴技术蓬勃
兴起，河南将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
的第一动力，在郑洛新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创建、重大创新平台建设、
重大创新专项实施等方面给予大
力支持。“有‘创新力’才有‘高质
量’，支持企业创新就是支持地方发
展。”洛阳市副市长李金迎说。

在政府部门的强力支持下，伴
随着科研实力不断增强，建龙微纳
成 功 摘 取 分 子 筛“ 皇 冠 上 的 明
珠”：攻克 Li-LSX变压吸附制氧
分子筛与 JLOX-300系列深冷空
分制氧分子筛两项技术，并已在国
内市场实现进口替代，通过与部分
海外先进企业达成合作，产品远销
美国、法国、德国等多个国家和地
区。此次建龙微纳登陆科创板，被
业内誉为“分子筛科创板第一股”。

由于头顶“分子筛科创板第一
股”和“中部首家科创板企业”的双
重光环，使得建龙微纳在发行期间
就受到市场以及投资者的高度关
注，上市首日破发，公司股价为42.5
元/股，股票发行价43.28元/股。

另据了解，郑州信大捷安、新
乡科隆新能源的上市申请也相继
获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正在加快
推进。

天津

今年 11 月 20 日，天津对外发
布了首批雏鹰、瞪羚企业，其中，雏
鹰企业 1095家，瞪羚企业 245家。
今年 5月，天津启动实施创新型企
业领军计划，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
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建立“雏鹰—瞪羚—科技领军”
企业梯度扶持体系，大力推动新技
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经
济”发展，扎实推动创新型企业发
展，打造“科企3.0版”。

瞪羚企业
瞪羚企业具有与“瞪羚”共同的

特征——个头不大、跑得快、跳得
高。瞪羚企业是指创业后跨过“死亡
谷”，以科技创新或商业模式创新为
支撑，进入高成长期的中小企业。这
类企业像瞪羚一样，成长性好，具有

跳跃发展态势。

独角兽企业
在中国注册、具有法人资格，其

成立时间不超过十年，获得过私募投
资且尚未上市，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
的企业。③5

某种程度上,瞪羚企业就是
“独角兽”的前身,一个地区瞪羚企
业数量越多,往往表明其经济发展
活力越强,动力越足。

今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
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分析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就做好下

一步经济工作听取意见建议，提出
要创造有利条件，催生更多“独角兽
企业”、“瞪羚企业”、新领军者企业，
加快新动能培育和新旧动能转换。

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省委十届十次全会提

出，要发挥产业基础优势，奋力打造先进制造业强省。要大力引进

高水平科研院所，引进和培育科技领军人才、高水平创新团队和高科技“独角

兽”企业、“瞪羚”企业，打造国内重要的科技创新策源地。

今年6月 13日，科创板正式开板，这是党中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

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举措。此次建龙微纳宣告上市，实现河南科创板零的突

破，折射出河南奋力抢抓发展机遇，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的步伐不断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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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4日上午9点30分，伴随着上交所内的敲锣声，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建龙微纳）宣告正式上市。这标志着国内首家分子筛科创板企业上市，河南科创板市场

“破零”。建龙微纳也成为中部六省首家、全国第60家科创板上市公司。

2019年那些暖心事

惊鸿一瞬
愈来“豫”暖

2019，我们与那些发生在河南的

暖心瞬间不期而遇：眼科医院免费为

百岁老人做手术重获光明，脑瘫患儿

圆梦消防队，15万份爱心早餐给环卫

工送去温暖，内蒙古汉子在郑脑死

亡、捐出器官将爱留在河南……

接下来，河南手机报记者为您盘

点 10个暖心瞬间，让我们一起感受

这份温暖。

截至12月4日

●全省上市公司达到122家

●今年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5家（含建龙微纳）

●创业板上市过会企业1家

●在审企业8家，辅导备案企业30家

截至10月底

●省定重点上市后备企业741家

●上市后备企业数量和在审企业数量，均创近年新高

●全省新增新三板挂牌企业5家，总数达317家

●挂牌企业数量居全国第8位，中部六省第2位

多项利好措施叠加
河南资本市场发展逐渐走上“快车道”

2018年
年底

郑州市出台《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
意见》，深入推进“个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
市”工作

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印发文件，
均明确提出对省内企业申请在境内外上市融资给
予相应奖补

2019年
3月

省政府出台《河南省建立企业上市挂牌“绿色”通
道办法（试行）》，推进河南企业上市挂牌

2019年
4月 1日

省政府领导到河南证监局调研，提出积极鼓励支
持企业上市

2019年
6月4日

上交所资本市场服务河南基地正式揭牌，为河南
企业对接资本市场提供一站式、全方位、个性化、
高效率的服务，助推更多优质企业登陆沪市主板
和科创板

2019年
11月底

弥补资本市场短板，河南加快发展步伐

山东

2018年，山东省印发了《山
东省瞪羚企业认定培育和奖励
行动计划（2017—2019）》，是
全国最早一批在省级层面部署
开展培育瞪羚企业、独角兽企
业和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省
份，目前已有 198家瞪羚企业，
预计到年底，全省瞪羚和独角
兽企业可分别达300家和6家。

（文字综合：新华社 江西
日报 大众日报）

江西

今年 2 月，江西省出台《加
快独角兽、瞪羚企业发展十二条
措施》，首次在省级层面建立评
选发布及奖励体系。根据既定
标准，分类发掘独角兽、潜在独
角兽、种子独角兽企业，瞪羚、潜
在瞪羚企业，一年一评选，跟踪
研究独角兽、瞪羚企业及培育企
业发展态势，定期发布评选企业
榜单和发展报告，打造科技型高
成长企业标杆。

编者按

科创板河南第一股！建龙微纳昨日敲锣上市

从从““瞪羚瞪羚””奔奔向向““独角兽独角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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