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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建筑河南分公司揭牌成立
助力全省建筑产业转型升级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宏怡

12月 21日，上海宝钢建筑工程设
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建筑”）河
南分公司揭牌仪式暨框架协议签约在
平顶山华中·宝钢装配式绿色建筑科
技园举行，这标志着央企宝钢建筑落
户河南，将有效促进平顶山乃至河南
地区装配式建筑发展，助力全省建筑
产业转型升级。

据了解，宝钢建筑隶属于中国宝
武集团，是整合集团内建筑工程相关
优势资源组建的战略性公司。该公司
集装配式建筑技术、绿色建筑技术、建
筑信息化技术于一体，以“宝钢绿色建
筑、构筑幸福生活”为愿景，以“开发新
型建筑，拓展钢铁应用”为使命，致力
于打造最具影响力的装配式钢结构绿

色建筑系统集成商，成为建筑工业化、
信息化的示范者和推动者，“安全、便
捷、舒适、美观、环保”是宝钢装配式钢
结构绿色建筑的不懈追求。

在国家大力推进装配式建筑的产
业政策指引下，宝钢建筑着力推进绿
色产业链建设，联合国家装配式钢结
构民用建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在全国打造产业创新引擎、建设新兴
产业园区。其中平顶山华中·宝钢装
配式绿色建筑科技园是宝钢建筑在全
国设立的六大示范园区之一，致力于
装配式钢结构民用建筑的应用推广。

“宝钢建筑河南分公司的成立为
双方合作搭建了平台，不仅有利于地
方经济振兴，也有利于央企做大做强
做优。”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袁磊说，平顶山市因煤而

立、因煤而兴，具有雄厚的资源优势
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当地政府秉持
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精神，为企
业创新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和政
策支持。宝钢建筑河南分公司成立
以后，将着重在河南省农村危房改
造、农房抗震改造、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住房建设等
工程应用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引导特
色地区及景区推广钢结构或混合结
构住宅。高质、高效、可信赖地服务
对应区域客户，努力把平顶山项目打
造成全国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的新高
地、城市发展的新名片，助力平顶山
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进而推动全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绿色高质量发展，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美丽河南提
供有力支撑。

沁阳农商银行坚持以党建高质

量引领乡村振兴建设高质量，扎实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截至 11月末，该

行 累 计 发 放 支 持 乡 村 振 兴 贷 款

315724 万元，为乡村振兴工作注入

金融“活水”。以党建引领确保资产

质量有效提升。该行党委以“大学

习、大讨论、大清除、大转变”活动为

契机，在全行上下组织开展信贷资产

质量集中攻坚专题研讨会，全力推动

信贷业务健康、可持续发展。以党建

引领实现整村授信高效推进。成立

个人业务部党支部，将支农支小支微

支特色作为信贷工作立足点和出发

点，持续加大 50万元以下贷款考核

比重。通过“整村授信”深入辖内329

个行政村开展走访、授信服务，实现

金融富农、服务助农目标。

以党建引领支持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将主题教育与当前支持实

体经济工作相结合，推行农商行与地

方乡镇“党建共创”模式，将金融服务

延伸至全市农村地域。以党建引领

凝聚脱贫攻坚强大合力。与辖内各

乡镇党委政府相结合了解脱贫攻坚

工作现状，通过宣传该行“金燕扶贫

贷”产品、对贫困大学生开展爱心帮

扶、为助贫企业提供利率优惠、为贫

困人口创造就业岗位等有效措施凝

聚全市脱贫攻坚合力，为全市脱贫攻

坚工作提供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贾凯捷）

以党建引领 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扶沟县公安局把“一

村一警”工作作为维护稳定和服

务民生的头等大事来抓，主动向

党委政府汇报，形成党委政府领

导、公安机关为主、相关部门参与

的工作格局。今年来，该局加大

基层基础硬件建设，新建 4 个规

范化派出所，对 6 个派出所进行

安全防范改造，又新建了 4 个示

范性警务室。配齐专职民辅警力

量，全部充实到警务工作站。研

究出台经费保障政策，确保社区

警务室建设、治安辅助力量招募

等方面的经费足额落实到位。

（李龙喜）

夯实基层基础
全力助推“一村一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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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2 月 21日，冬
日傍晚的郑州街头，天气非常寒冷，路上行
人脚步匆匆。

17时 20分，在福寿街与大同路路口，
郑州市交警三大队车站一中队辅警赵隆鑫
和赵祥正在疏导交通，突然看到有一名老
人提着两大包货物，拄着拐棍，不知所措地
站在路口中间。

赵隆鑫赶忙跑上前，拉着老人的手说：
“不要慌，我是路口执勤交警。来，跟着我，
先来马路旁边，站在路中间太危险。”赵隆
鑫将老人领到路边安全的地方。

在随后和老人的交流中赵隆鑫得知，
老人视力障碍，家在郑州市西南郊一小
区。当天上午，老人来郑州火车站小商品

城买东西，结果从商场出来就迷路了。现
在想坐 138 路公交车回家，可就是找不到
公交站牌，已经在火车站附近转了很长时
间。“别着急，我领你去坐公交。”赵隆鑫
说。

赵隆鑫和赵祥帮老人提着货物，引导
老人找到公交站牌，并将老人送到车上。
赵隆鑫反复叮嘱公交车司机：“老人视力障
碍，到站后一定提醒老人下车。”

分别时，老人拉着赵隆鑫的手说：“谢
谢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赵隆鑫答道：

“大爷，我是咱火车站交警。”
夜幕中，赵隆鑫和赵祥迅速回到岗位

上疏导交通。黄绿色执勤马甲上的“郑州
交警”四个字在路灯下分外耀眼。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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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交警，你会想到什么？是风雨

中的坚守，还是执勤时忙碌的身影？你

是否想过，他们更是这座城市的守护者，像一盏

明灯，默默照亮你回家的路。

郑州交警带着视障老人过马路，铁骑交警队

为患病新生儿进行生命接力护航，这两则新闻一

经推出，迅速刷爆了朋友圈，网友纷纷为视频中的

交警点赞。一身“公安蓝”在这座城市里成为一道

靓丽的风景，演奏了一曲“警民鱼水情”。正

是这样一群默默为群众守护平安的人民

警察，为这寒冷的冬天添上丝丝温

情。②43

新生儿感染肺炎昏迷

铁骑护送“10分”给力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孩子得救了，
太谢谢你们了！”12月 21日下午，在河南省
儿童医院的走廊里，一名男子激动地拉着
交警的手说。

当日16时 40分，郑州市交警六大队铁
骑中队接大队指挥室通知，平顶山市一位患
病儿童需要到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所乘轿
车正沿京港澳高速公路往郑州方向行驶。

铁骑中队辅警孙亚斌、郭亚洲、郝保
亮、李盼接到通知后，立即联系求助人，得
知求助人的孩子是早产儿，体重较轻，不慎
感染肺炎昏迷不醒，需要紧急到河南省儿
童医院救治，在平顶山交警的护送下已到
京港澳高速公路郑州段。

在确认求助人的车牌号、车型、颜色等

基本情况后，铁骑中队队员规划了最节省
时间的路线。孙亚斌、郭亚洲、郝保亮、李
盼跟高速公路方面沟通后，马上赶到收费
站，做好下站对接等准备工作。

求助车辆下站后，铁骑中队队员在前
方警车开道，一路警笛长鸣，开启护航模
式。考虑到平安大道与东三环下桥口处有
信号灯，且路口车流量较大，为了尽可能争
取时间，民警提前前往该路口调控车流量，
确保求助车辆快速安全地通过路口。

当天16时 50分，求助车辆顺利到达河
南省儿童医院，孩子得到了有效救治。确
认孩子恢复意识、无大碍之后，孙亚斌、郭
亚洲、郝保亮、李盼离开医院，回到岗位上
继续执勤。③8

视力障碍老人火车站迷路遇热心交警

牵起导盲杖 我做“你的眼”

@春天的风：心存美好，则世界温暖；心存善良，则人间大美，交警同志,你们是这冬日

里最美的暖阳。

@听天使在笑：满满的正能量。很暖心，这是一个正能量的交警，为你点赞。

@感恩的心：交警同志，你们是潇潇寒流中的路标，你们是陡峭坡路上的助力，你们是

行路迷茫时的亲人。每天疏通着城市血脉，守护着百姓平安出行，正是有了你们，这个冬

天不再寒冷。

@一条深海鱼的天空：看见这条交警为老人引路的新闻，就让我想起了林宥嘉的《你

是我的眼》，“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这名交警就像这名老人的双眼，让他仿

佛又重新看见了这世界的精彩。

@木槿花开：交警的小小善举，驱散寒意，温暖人心。或许这就是“因为一群人，温暖

一座城”的最好诠释吧！②43

漯河 12月20日9时

漯河市交警支队秩序管理大队民警赵鹏

虎、杨航、张金锋正在路口执勤，一辆面包

车突然爆胎，撞向护栏后停下。三位民警

第一时间跑向面包车，确认车主无受伤

后，合力将车推至路

边，并帮助车主更换

备用轮胎

农民直播“淘金”忙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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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路上暖心事

许昌 12月8日16时

许昌市交警支队第四交通执勤大队三中

队民警张文、王世超、殷旭升驾驶警车巡

逻至天宝路与五一路口时，发现一辆装运

沙发的三轮车由于绳子断裂导致货物滚

落，三人立即化身“搬运工”，与车主一起

将货物抬上车

开封 12月11日 18时

开封市交警铁骑队接到指令：有一名儿童

左眼上方受伤，急需赶往医院就医，所乘坐

的出租车堵在魏都路附近。由于当时正值

晚高峰，沿途车流量非常大。交警白宁、王

向东拉响警笛，用喊话器提醒车辆让行，为

受伤儿童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

洛阳 12月11日晚高峰

洛阳市交警支队高新大队接到报警：滨河

北路西南环高速桥下一路灯杆被撞，导致

灯杆上电缆坠落，影响道路通行。交警索

鹏卿赶到现场，爬上一辆货车的车顶，将

电缆的一头高高系在路边树上，电缆的另

一头则由同事用树枝举起，一直坚持到坠

落的电缆被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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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杨

提到河南的红色景区，你最先想到哪里？近日，大河网
围绕“河南全部红色旅游景区将免费开放”推出论坛互动，
吸引了网友的积极参与。

日前，河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
过了新修订的《河南省旅游条例》，其中规定：“红色旅游景
区应当免费向公众开放。依托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应当逐
步降低门票价格。”该条例2020年 4月 1日起实施。

《条例》还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整合当地红色
旅游资源，依托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红
色文化资源，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研学基地，推动爱国
主义教育和红色基因传承。

在网友的跟帖中，记者发现，鄂豫
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何家冲、光山
王大湾会议会址等大别山区的红色景
区被不少网友推荐，红旗渠、焦裕禄同
志纪念馆等也广受网友青睐。还有哪
些你喜爱的红色旅游景区？扫二维码
来留言吧。

红色旅游景区将免费开放引网友热议

来为你喜爱的景区投一票

@咱说咱的：光山县城有个白雀园革命旧址群，既是

省级红色旅游景区也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包括明代城门

及古城墙、小东门、白雀园会议旧址以及白雀园明清街等，

现有保护房屋一千余间。

@小二九：有幸去参观过一次焦裕禄纪念馆，听取了

焦裕禄同志的生前事迹，深受感动。焦裕禄同志虽然离开

了我们，但是他那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英雄事迹永

远留在了人民心中，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大家不断向前。

@上香蓉儿：清丰县双庙乡单拐村有个单拐革命旧

址，近几年多次进行修复建成了 3 个展区、8 户旧居和 19 座

展室，还从全国征集史料和革命文物以及各类珍贵图片，并

建设了占地 8000 余平方米的革命旧址广场。现如今这个

旧址已经是第三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了。

@苏陌叶：我上次去商丘那边旅游逛到了淮海战役陈官

庄纪念馆，感觉还不错，说是还扩建过。前几年刚被评为全国

第二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国家4A级旅游景区呢。③6

网友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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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李善喜

“您看，他往梨树上喷洒的是自己配制的波尔多液，在
冬春季节喷洒，能杀灭虫卵和病菌；那边几位是俺聘请的梨
树修剪技术员，现在修剪可减少梨树养分、水分流失，提高
梨果产量……”12月 19日，寒风凛冽，在方城县博望镇前
荒村的 2400亩梨园里，40岁的魏桂枝正通过手机向“老
铁”们直播她对梨园无公害管理的实况。

“在冬季直播，就是让消费者亲眼看到黄金梨是咋种咋
管理的，明年可以放心购买咱的梨！”忙完直播，魏桂枝抽空
和记者聊起来。她和丈夫刘生原在河北省打工，2015年回
乡种植黄金梨，运用一整套有机化种管新技术，实现了高产
优质高效。近两年市场竞争激烈，魏桂枝通过手机直播等
电商营销模式，将冬春修剪、病虫防治及梨果装箱等各个环
节，直观地展现给客户，让消费者看到有机化生产的真实场
面。2019年，她家的黄金梨全部走高端销售卖了好价钱，
在她的指导下，附近村子 30多人玩起电商销售，把黄金梨
等水果销往全国各地，效益大增。

黄金梨销售不仅有直播打销路，更有科学种植的生产
体系当后盾。

在前荒村梨园的另一头，村委会主任曾宪伟正指挥20
多名村民在地里忙活。他介绍，博望镇是豫西南最大的优
质黄金梨示范基地、南阳市特色
产业示范镇，目前已发展优
质黄金梨 2.2 万亩、花卉苗
木 1.8万亩、良种葡萄 5000
多亩、无公害蔬菜 3 万多
亩，亩均收入 2万多元。“农
民们尝到了特色农业带来
的甜头，一改冬闲不出工的
习惯，都在为来
年的丰收忙个不
停。”曾宪伟说。

博望农民冬
季 农 闲 的 习 惯
因 新 经 营 理 念
而改变，在这个
寒 冬 干 得 热 火
朝天。③5

（文字整理/李凤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