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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杨德政）入冬以
来，水草丰茂的淮滨淮南湿地省级自然保
护区成了鸟类的天堂，大批候鸟迁徙到
此。据信阳市淮滨县林业局工作人员介
绍，12月 9日，他们发现 2种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中华秋沙鸭和东方白鹳。

该县林业局局长彭大国介绍，中华
秋沙鸭距今已有1000多万年历史，被称
为“鸟类活化石”，已被列入国际濒危物
种红皮书和国际鸟类保护委员会濒危鸟
类名录。目前，全球有观测记载数量不
到2000只，此次在淮南湿地一次性发现
3只。东方白鹳则有“鸟界国宝”之称，
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濒危
级别物种，并且数量仍呈下降趋势。

发现“贵宾”频至后，淮南湿地省级
自然保护区加强了巡护和保护措施，合
理投食、观测，力求让远道而来的“贵宾”
在此住好吃饱。

近年来，淮南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自
然生态持续改善。保护区内已发现鸟类
188种，其中包括中华秋沙鸭、白肩雕、金
雕、大鸨、东方白鹳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5
种，大天鹅、豆雁、白琵鹭等国家二级保护
鸟类30余种，省重点保护鸟类40种。③9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曾倩

“这些照片是我一生的见证，也是
我们村移民搬迁以后从苦到甜的证
明！”12月9日，在南阳市卧龙区蒲山镇
杨营新村，71岁老人杨海青指着家里的
照片墙说。只见一张张大小不一，或黑
白，或彩色的照片，铺满了半边墙。

1959年，丹江口水库开始建设，家
住丹江边才11岁的杨海青随家人第一
次移民到青海，因条件太艰苦，1961年
又返回原籍；1974年，丹江口水库大坝
开始蓄水，他们第二次搬迁，从河边往
山上退了一公里；2011年，南水北调中
线二期工程开工建设，杨海青家所在
的淅川县大石桥乡杨营村 745人第三
次移民，彻底搬离了祖祖辈辈生活的

故乡，迁至卧龙区蒲山镇杨营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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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际，记者再访这个为通水做出牺牲
的“河南省 2019 年美好移民村示范
村”，同时也是距南阳市区最近的定居
点，看看他们到底生活得怎么样。

“这是 1968年去当兵前在村支部
前拍的。”杨海青指着一张斑驳泛黄的
照片说，“你看那土坯房，下雨的时候
啊，家里的锅碗瓢盆都用来接雨水。”
这样的居住环境在杨营村一直持续到
移民前，杨海青家也不例外。

“这是俺的全家福。”杨海青指着
第二幅照片说，“我家三个儿子加上大
孙子年满18岁，够立户条件，总共分了
4套独立小院，我现在跟着大儿子一起
生活。”

在杨海青家的小院内，记者看到
院子被分割成好几块小菜园，种了七
八种蔬菜，生机勃勃，青翠欲滴。“从土
坯房到现在4个独立小院，以前想都不
敢想。现在娃儿们在家门口就能上
学，村里还有医疗室。”老杨指着新村
新面貌的照片感慨不已。

“这是杨营新村从深圳引进的公
司，目前有50多名村民在这里上班，平
均一个月能挣好几千元。”卧龙区蒲山
镇人大主席杨东指着一张照片，照片
上的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紧张地忙碌
着。该公司是从深圳引进的德信行洲
实业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销往欧美的
厨房小电器，生意十分火爆。

“这是我们流转土地建的养牛场，
有 1000多头大奶牛，一天产鲜奶好几

车。”村党支部书记杨自军指着杨海青
家照片上成群的奶牛说，“三色鸽公司
流转村里土地建成了农牧示范园奶牛
场，每年支付给村里土地流转费用 30
多万元，安排 70 余名村民就业；8 年
来，全村人均收入从 2011 年的 4724
元提升至现在的 1.4 万元，人人有事
干，村里有产业，收入翻几番。”

采访结束了，我们驱车离开杨营村，
只见路边花坛内月季花开，绿树掩映，村
民几乎家家门口都停有汽车，蓦然想起
杨海青家那面墙上有一张全村移民前的
合照，画面中的一辆货车、一辆轿车，那
是当时全村仅有的两辆车，而现在全村
汽车保有量220多辆，户均1.5辆，其中
杨海青家就有4辆，儿子、孙子开着跑运
输，每年都净挣一二十万元。③9

本报讯（记者 赵同增 通讯员 凌
波）12月 5日，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召开
人大代表“双岗建功”事迹报告会，记
者获悉，全市万余名人大代表立足代
表岗位和本职岗位“双岗建功”，今年
已为群众办实事、好事7400余件。

今年年初，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向
全市各级人大代表发出开展“双岗建
功，助力乡村振兴”主题实践活动的倡
议，得到了广大人大代表的积极响
应。大家紧紧围绕“助力乡村振兴”，
争当乡村振兴的“宣传员”“联络员”

“示范员”“监督员”，涌现出一大批“双
岗建功”的优秀代表。

一年来，新乡 1 万多名人大代表

收集社情民意 3200 多件，其中 1400
余件建议被各级政府采纳，成为重点
实施的民生实事。接待、走访群众 3.1
万人次以上，为群众办实事、好事
7400余件，为助力乡村振兴捐款捐物
共计 3870 余万元，在帮助、支持乡村
发展产业，整治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
施，推动解决乡村振兴中最迫切、最急
需的问题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新乡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乐新表
示，“双岗建功”主题活动将继续成为让
人大代表释放能量、绽放光彩的重要抓
手，并不断赋予新的内涵，把“双岗建
功”活动打造成代表履行法定职责的阵
地和服务人民群众的舞台。③6

□本报记者 杨凌

作为人们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
未来的汽车将搭载哪些高科技？12月
9日上午，2019中国（郑州）汽车智能
科技大会——2019 中国新能源汽车
大赛质行万里挑战赛暨中国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发展论坛，在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启幕。

以“5G 车联·智领未来”为主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宇通客车、华
为公司、爱驰汽车相关技术专家等
400 余位嘉宾会聚港区，共同展望未
来汽车产业发展，发出智能网联汽车
生态圈的“郑州声音”。

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技术创
新正引领汽车产业走向未来之路。论
坛上，嘉宾一致认为创新思维、创新技
术、创新管理，特别在传感器、识别技
术、动力技术等方面的突破，必将让智
能网联汽车发展之路更顺畅、更快捷。

在科技展部分，中国移动和中国
电信 5G+各场景应用、中兴通讯综合
通信解决方案，以及自动驾驶、新能源
汽车技术、汽车新材料等智能汽车前
沿科技成果一一展示。

在园博园室外动态展示区，寒冷
的天气不能阻挡市民对智能汽车的热
情，预约体验区一早就排起了长队。
宇通客车的无人驾驶公交车“小宇”成

为会场明星，聪明的“小宇”融合5G云
控系统，已经具备换道避障、精确进
站、自主会车等主要功能，现场观众纷
纷登车试乘，感受最新科技。

“大会发出了构建智能网联汽车
生态圈的‘郑州声音’，将成为产业发展
的重要节点和标志。”有关专家评价认
为，河南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方面
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基础，以宇通客车为
代表的汽车企业已在核心关键技术上
实现了突破。

大会上，郑州航空港实验区管委
会分别与中国移动等 5 家通信运营
商和天迈科技等多家智能网联企业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确定在 5G 建
设、智慧城市、物联网等多个领域开
展合作。据悉，省政府发布的《河南
省新能源及网联汽车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 (2018—2020 年)》中明确提出，
要率先在航空港实验区打造集技术
研发、道路测试、示范运行、赛事举办
等于一体的智能网联汽车试验示范
基地。

“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航空港实验
区将加快发展相关产业，”该区党工委
书记马健表示，目前区内已入驻恒大、
合众、富士康等一批具有国际国内影
响力的高新技术企业，“未来我们将招
引更多企业入驻，打造百亿级智能网
联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③9

照片墙映衬移民幸福路

水草丰茂“鸟界国宝”现身信阳淮滨

5G赋能，发出“郑州声音”
——2019中国（郑州）汽车智能科技大会观察

新乡：

人大代表今年为群众办实事7400余件

信阳淮南湿地成候鸟越冬天堂。②49 彭大国 摄中华秋沙鸭

东方白鹳

中源建设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13 年，总部位于著

名的防腐蚀之都——长垣

县。是一家集电力工程施

工总承包、石油化工工程施

工总承包、机电工程施工总

承包、送变电工程、建筑防

水、防腐保温工程及各类专

业承包工程于一体的施工

企业。

栉风沐雨，劈波斩浪，

经过十多年砥砺前行，公司

从刚起步时的一个防腐防

水保温专业承包企业，已逐

步成长为全国电力行业施

工企业中的大型企业。施

工遍布全国电力、化工、石

油、制药、军工、航天、水利、

发电、氯碱等领域。年完成

产值 7.4 亿元，创优质工程

数十项，先后多次被省、市

评为“重合同、守信誉”企业

和“纳税先进单位”“先进施

工企业”“安全生产先进单

位”“全国诚信单位”等。

□本报记者 王俊霞
本报通讯员 付来旺

以匠人精神 成就卓越品质
——中源建设有限公司发展纪实

推动科技创新 人才兴企

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科技创
新,人才兴企”的宗旨，先后与天津大
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腐蚀与防护学
会、平顶山工学院等多家大专院校及
科研实体横向联合，为公司发展培养
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积累了丰富的
理论和实践经验。

公司有完善的质量、安全、环境管
理体系，坚持实行 ISO 9001：2015质
量管理体系、ISO 14001：2015 环境
管理体系、OHSAS 18001：2007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有完善的管理制
度和操作规程。

经过多年的积累，公司固定资产
已达 6200余万元，在职工人 1890人，
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260人，具有高级
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 22人，中级职称
156人。壹级项目经理 13人、贰级项
目经理 37人，有各种现代化施工机械
设备1080余台套，并具有各种完善的
试验装备和较强的检验能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中
源建设坚持以匠人匠心，细心雕琢每一
个项目，力求完美，多年来，施工工程合
格率 100%，优良率 85%以上，受到了
客户肯定。在长期的施工实践中，公司
认识到，“匠人之美”不仅在于传承，更
重要的是创新。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
施工企业也需要在科技创新方面做出
努力，成就公司“硬核”技术。

十余年的人才储备和技术积累，
中源建设在自主创新领域开始发力。
今年 8月，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
请了四项专利：一种施工用安全防护
装置、一种管道内喷涂机送料装置、一
种大口径管道内壁喷砂除锈装置、一
种除锈喷砂设备送料收料装置。据了
解，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受理了这四
项专利申请，并给予公司回执受理通
知书，目前专利正在审理当中。科技
创新正如一股清流，激活了中源建设
发展的新动能。

提供优质服务 严控质量

优质服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
需要。中源建设有限公司从服务入
手，着力提高员工素质、改善服务手
段,优化服务环境，是提升服务水平。

公司拥有完善的质量、安全、环境
管理体系，遵照质量管理的八项原则，
坚持以顾客为中心、持续改进为动力，
不断增强顾客满意度。在供应商管理
方面，有效地对供应商生产、质量、管
理及生产过程实施监控，发展维护稳
定的供应商，确保供应商提供符合质

量要求、价格适宜的产品。供应商的
试用及淘汰都有很好的机制，使工程
质量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如果幸福是棵树，那么生产安全
就是沃土。中源建设深知，安全生产，
千金难买，注重安全生产是企业安身
立命之本。为此，根据国家关于安全
生产的相关规定，中源建设制订了相
关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技
术操作规程》，建立健全了各级安全生
产责任制和安全保证体系，并按照工
程规模、地域、施工工期等因素配备专
职或兼职安全管理人员，做到了制度
健全、责任明确、分工细致、运行有
效。坚持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检查相结
合、全面检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各级
管理部门检查与企业自检相结合的三
结合方针，把安全工作和创文明工地
一起抓，以预防为主，坚持生产过程中
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天候的“四
全”动态跟踪管理，管生产的同时管安
全，坚持“安全无事故”的管理目标。
企业近三年内无死亡及其他安全事
故，质量水平连年提高，无任何质量事
故，无违法行为。

坚持绿色发展 回报社会

在环境保护愈发受到重视的今
天，绿色发展已经成为趋势，发展绿色

产业也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
措。中源建设着眼大局，坚持“绿色施
工”，不断强化员工环境保护意识，坚
持“谁实施，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
的原则，认真落实环境保护分级责任
制，自觉接受国家主管部门的指导、监
督和检查。

严格按照公司相关制度执行，强化
公司危险废物的管理工作,要求各项目
部必须认真贯彻“科学管理，节约能源，
防止污染，严格监控，保护环境”的方
针，共同守护我们的碧水蓝天。在沈丘
县光伏发电扶贫项目建设中，59个村
级电站的全部建设安装工程都是由该
单位总承包，做到了“绿色施工”，进场
施工前积极主动与群众沟通，听取群众
的合理建议，不断改进施工方法，并加
强施工各环节中环保措施的落实。在
防止水土流失和水污染方面，做好施工
期防水、排水工作，施工废水、生活污水
将集中设置沉淀池或净水器过滤器等
进行处理，不得排入河道、农田、耕地、
饮用水源和灌溉渠道。在保护周边生
态环境方面，不随意乱占空地、草场林
地，保护现场自然资源。在废土废料处
理方面，根据施工现场，施工中产生的

大量废料和生活垃圾，选定地点集中堆
放，同时与当地环保部门联系清运车并
及时处理。在防止空气污染方面，严格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空气质量标准》；
选择扬尘低的施工方案，减少粉尘对环
境的污染；施工作业产生的灰尘，在场
的作业人员配备必要专用劳保用品；储
存松散和易飞扬的材料，放置在村庄下
风处。水泥等易于引起粉尘的细料或
散料予以遮盖，材料运输时用帆布、盖
套及类似物品遮盖，减少扬尘，并保证
当地群众的交通方便。因施工现场在
村庄内，所以施工中改善了工艺措施，
选择优良设备，减少了噪音，加强了对
施工噪声的控制，在夜间及居民休息
时间，学校上课时间尽量避免作业，对
噪声较大的施工机械采取安装消声器
的方法降低其噪声污染；严禁在工地
燃烧有毒的物品，以免影响周围环境
及居民；在本工程完工后，对破坏的环
境及时进行整治，防止水土流失，并接
受各级环保部门对本工程环境保护工
作的日常监督管理。

中源建设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
不仅坚持走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之
路”，而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热心公
益，坚持做有担当、有责任、有理想的
爱心企业。先后为长垣县阔寨社区学
校、长垣一中捐助爱心助学基金，连续
多年资助应届大学生、中小学生 200
余人次；为助力脱贫攻坚，通过帮扶长
垣县留村和秦庄村贫困户，累积捐助
扶贫资金30余万元，2019年获得新乡
市扶贫开发办公室授予的“脱贫攻坚
先进企业”荣誉证书。

新时代，新征程。中源建设继续
坚持以“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
展，一切为了用户”为企业理念、以“服
务国家发展、服务电力建设”为企业定
位、以“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为企业精
神、以“诚信、责任、创新、奉献”为企业
的价值观，紧跟时代步伐，持续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不断完善自身体系建设，
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电力建设和
服务。

“河南省优秀电力工程施工企业”入围单位风采展示

中源建设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国家
号召，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精准扶贫

荆州开发区220kV输电线路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