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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战“疫”
地方巡礼

详见 09~14版

商丘篇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贺
书云 赵笑菊）近日，在洛宁县马店镇关
庙村“云”上金珠沙梨梨花节暨梨树认
养助农活动现场，5G直播等方式全面展
现了梨花绽放的美景。人们既可以足
不出户就欣赏花开盛景，又可以线上认
养梨树，帮助农户增收脱贫。

无独有偶。该县豫西苹果谷依托
“上戈苹果”品牌，先后引进海升、众森
等龙头企业，建设苹果综合观光示范园
区，不仅带来了密植矮化、水肥一体等
苹果产业的“二次革命”，新发展优质苹
果种植面积 4.6万亩，还带动 1100户贫
困户增收680万元。

4 月 20 日，洛宁县政府负责人介
绍，眼下，该县正探索“果业+旅游”融合
发展新模式，以苹果文化为主题，打造
集乡村观光、农事体验、休闲度假、运动
健身、文化科普于一体的“金果小镇”。

洛宁县地处豫西深山区，属于洛阳
南部生态涵养区，特色在农林业，优势
在生态。“十三五”以来，该县按照洛阳
市委部署要求，结合山水林田和特色文
化资源基础，坚持“一沟一产业、一域一
特色”，大力发展沟域经济，加快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助力
脱贫攻坚，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通讯员 杜
福建）“我家有 4亩茶园，眼下仅春茶鲜
叶销售收入就超过 2000 元，干茶收入
已有 3000 多元，全年亩均收入三四千
元不成问题。”4月 21日，正在忙着炒制
茶叶的脱贫户严明山说。

严明山是桐柏县吴城镇陈留店村的
农民，过去，全家七口人守着几亩薄地种
庄稼，入不敷出，家境贫寒，2014年被确
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近年来，镇村干部
与他结成帮扶“对子”，为他家免费发放茶
籽，培训种茶技术，解决茶叶销售难题，使
严明山通过种茶成为脱贫致富带头人。

像严明山一样，如今在桐柏老区，贫

困群众通过发展茶叶、艾草、夏枯草、苗木
花卉、食用菌等特色产业实现了稳定脱
贫，群众把这些富民的特色产业称为“绿
色银行”，还为产业扶贫编了一句顺口溜：

“长抓茶，短抓艾，香菇龙虾致富快。”
据统计，桐柏县现已建成茶园面积

达11万亩，茶叶年产量2200吨左右，产
值 5亿元以上，全县有机茶园认证面积
达 2万余亩。艾草种植面积达 5.28 万
亩，年产艾草超过 2.6 万吨，年产值 1.6
亿元左右，辐射带动全县 17个乡镇（集
聚区）的 185 个村 7000 余户农户种植
艾草，形成集中连片 200亩以上的艾草
种植基地34个。（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王
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刘梦珂）4 月，繁花
似锦，草长莺飞，商丘大
地恢复了以往的热闹繁
华。工地上，热火朝天
的施工场面随处可见；
公园内，游玩健身的市
民日益增多……

疫情发生以来，商丘
市960余万人共同参与
这场全民战“疫”，人人都
是战士，个个都是勇士。

为 打 赢 这 场 战
“疫”，商丘市多措并举，
全力构筑了防疫抗疫的“铜墙铁壁”。
在持续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商丘
市建立服务专班，助推企业复工复
产；以项目引进和建设为抓手，加快
推进项目建设；采取费用减免、员工

输送等优惠政策让扶贫
车间“忙”起来，工业企业
掀起复工复产的高潮，
脱贫攻坚也越战越酣。

两手抓、两不误，两
推进、两胜利，这是商丘
市发出的铮铮誓言。面
对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艰巨任
务，商丘市扛起责任、经
受考验，在大战中践行
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
出合格答卷。

“疫”散花开时，山
河无恙，人间皆安。今

日，本报特别推出《“亮剑”——中原
战“疫”地方巡礼商丘篇》，回顾那些
奋勇战“疫”的故事，坚定信心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确保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圆满收官。③8

□本报记者 卢松

“风速 5米/秒，湿度 56%，符合带电
作业条件。”4 月 22 日，鹤壁市淇滨区
500千伏冀朝Ⅱ线 124号塔带电作业现
场，陶留海再次仔细确认环境状况。“每
一次带电作业都是对生命的考验，不容
许有任何疏忽。”他说。

几十米高空，穿梭于耸立的铁塔
之间，带电检修上百万伏特高压输电
线路……这个令普通人心惊胆战的工作
场景，对于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带电作
业技术专责陶留海和工友们来说已是家
常便饭。

他们宛如“在刀锋上跳舞”，被称为电
网“特种兵”。河南境内 169条 10328公
里超特高压输电线路是他们的“舞台”。

上午 11时，检修人员戴着安全帽，
穿上屏蔽服，乘坐电动升降装置到达距
地面 70米的导线，空中“走钢丝”来到缺
陷位置，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了消缺任
务。“这在以前要 2个多小时，我们研发

的高科技‘武器’，让作业功效大大提
升。”陶留海自豪地说。

指着旁边的电动升降装置，陶留海介
绍，有了这个新器具，检修人员不再攀登
铁塔，像坐电梯一样直达带电作业位置，
不仅节省体力，也减少了高空作业人数。

陶留海说的高科技“武器”，另一个
就是屏蔽服，它像“金刚罩”一样把检修
人员保护起来，进行安全作业。陶留海
带领团队历经两年研发的±1100 千伏
屏蔽服，比1000千伏屏蔽服的屏蔽效率
提高了 40%，各项指标均达到世界领先
水平。

从 330 千伏、500 千伏到 1000 千
伏、±1100千伏，随着河南高压输电线路
等级的逐步提升，陶留海带领团队研发的
技术创新成果也越来越多，8项技术发明
填补了我国甚至世界输电带电作业领域
的空白。陶留海办公室里一个蓝色储物
盒内，厚厚一叠获奖证书，正是他多年来
专注带电作业技术创新的最好见证。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陈辉）4 月 22日
上午，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通过“云直播”的方式正式登陆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成为今年
我省第一家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上
市公司，也是国内乳酸行业第一家
在A股上市的企业。

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位于郸城县，乳酸产销规模居国
内领先地位。该企业是我省第 82
家 A股上市公司，此次登陆创业板
公开发行股票 2830万股，募集资金

6.38亿元。当日开盘后，头顶“乳酸
第一股”的金丹科技受到投资者的
热捧，连续涨停，截至下午收盘，股
价较发行价上涨43.99%。

“金丹科技在 A 股上市具有里
程碑意义，特别是其高光纯L-乳酸
项目的投产，将为丙交酯、聚乳酸产
业的发展打下基础。”中国工程院院
士、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张全兴
说，聚乳酸可再生、可降解，将有效代
替石油基塑料制品，大大减少“白色
塑料污染”，市场前景极为广阔。③6

洛宁 沟域经济结出“致富果实”
桐柏 特色产业释放“绿色红利”

金丹科技登陆创业板
系今年河南Ａ股 IPO“第一单”

复工复产的号角吹响

以来，我省各行各业的劳动

者，千方百计抢时间、抢机

遇、抢要素，精准有序扎实

推动复工复产，力争把疫情

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

度。中原大工匠就是其中

的典型代表。

他们匠心筑梦，干一行、

爱一行、钻一行、专一行；他

们勇于创新，对待工作中的

困难和问题一钻到底、永不

言弃；他们爱岗敬业，以诚实

劳动奋力书写新时代劳动者

的荣光。让我们走近中原大

工匠，聆听他们的出彩故事，

领略我省各行各业撸起袖

子、鼓足干劲，复工复产的火

热场景。③6

开栏的话 高空走“钢丝”的电网“特种兵”

好风凭借力 扬帆正当时
——平顶山银行资产规模突破千亿元，改革发展步入新征程

□张建新 王冰珂 张珂

3月 25日，随着最后一笔1300万
元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顺利投放，作
为河南省仅有的三家人民银行疫情防
控专项再贷款资格行之一的平顶山银
行，提前超额完成人民银行下达的 5
亿元投放目标任务。

助力企业支持疫情防控体现了地
方银行的社会担当。作为政府主导的
地方法人银行，平顶山银行在平顶山
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监管部门的
科学引领下，不断探索地方银行的发
展路径，一步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竭
的金融活水。

尤其是2018年下半年以来，平顶

山银行迎来了改革发展的春天，各项
工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新势
头、新局面，并于去年底成功迈入千亿
级银行序列，标志着银行资产规模攀
上新高度、管理领域迈入新层面、改革
发展步入新征程。

截至今年 3月末，平顶山银行资
产 总 额 1088.89 亿 元 ，各 项 存 款
836.94 亿元，各项贷款 512.06 亿元，
较 2018 年 6 月 分 别 增 长 62.78% 、
65.73%、45.57%，主要业务指标增长
创历史最高水平，创造了平顶山银行
发展史上的新纪录。

不畏浮云遮望眼

由于之前相当长一段时期，平顶

山银行依赖高资本消耗的传统粗放
式经营模式，重速度、轻质量，加之管
理方式落后、制度规则不完善，在经
济下行的重压之下，历史问题逐渐暴
露。

自2018年下半年起，在平顶山银
行新的党委班子带领下，全行干部员
工积极作为，聚人心、稳发展，抓经营、
树形象，在短期内就实现了队伍稳定、
业务稳定和运营稳定的良好局面。

国有股是经济基础的象征，也是
实力的保证，在平顶山银行的发展历
史上曾经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
由于多种原因，2015年，国有股退出
平顶山银行，给该行稳定和发展带来
了不利因素。

（下转第八版）

“疫”散花开“殷商之源”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4 月 22 日，
省长尹弘主持召开省政府第 84次常务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4月 17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支持河南大别山革命老区加快振
兴发展、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
理、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等工作。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强化“六稳”“六保”工作，加快实
施促进假日消费、推动旅游景区连片开

发、繁荣小店经济等 10项政策措施，推
进要素领域和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加
大项目投资拉动力度，抓好农业病虫害
防治，促进实体经济平稳运行，奋力实
现上半年经济指标由负转正的目标。
会议强调，要严防死守安全生产底线，
加强“五一”假期安全风险防范，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支
持河南大别山革命老区加快振兴发展

的若干意见》。会议强调，要针对大别
山革命老区未脱贫人口规模较大的实
际，重点做好决胜脱贫攻坚工作，强化
产业、就业、兜底保障等措施。同时加
强红色基因库建设，打造全国重要的生
态屏障，培育壮大农业、旅游等特色主
导产业，建设重要的区域性互联互通综
合交通枢纽，开创老区发展新局面。

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南省企业投资项
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强调要突出企
业投资主体地位，优化政务服务，精简前

置条件，推动权力公开透明开放运转，加
强过程服务和事中事后监管，最大限度消
除自由裁量权，促进项目规范有序建设。

会议研究通过了《关于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实施
意见》，明确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
的育人体系，推进课程教材、课堂教学
等五个重点领域改革，实施校长、教师
队伍培养等五大工程，强调要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推动优质均衡发展，实
现更高质量的教育公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副省长黄强、舒庆、戴柏华、何金

平、武国定、霍金花、王新伟，省政府党
组成员刘玉江，秘书长朱焕然出席会
议。③6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4 月 22
日，省长尹弘在郑州会见来郑参加
先进制造业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的紫光集团联席总裁于英涛一行。

尹弘说，在春暖花开的时候，非常
高兴并诚挚欢迎于总一行来豫签约，
推动合作进展，感谢紫光集团对河南
的大力支持。尹弘表示，在这个非比
寻常的春天，河南认真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一头抓疫情防控，一头抓经济
社会发展，复工复产复学有序推进，经
济社会运行秩序加快恢复，积极向好
态势基本形成。郑州作为河南省会
和中部中心城市，在抗击疫情上承担
着守卫中原、拱卫京津冀的重大责
任，尽管受疫情影响比较大，但工作
做得很扎实，总体保持了好的态势。
当前，河南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
的区域经济布局的重要论述，全力支
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打造中西
部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增长极。郑州在

交通区位、教育人才、数字经济、营商
环境、物流成本、宜居环境等方面具有
优势，5G网络基础建设和应用推广在
全国保持领先地位，发展新经济条件
优良，装备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扎实推
进，紫光集团在此发展空间巨大。

尹弘表示，紫光集团是我国领先
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企业，河南
将全力支持紫光集团在豫发展，期待
智慧计算终端项目尽快投产达效，形
成一定市场规模，并在新型研发机构
建设等方面继续深化合作，实现共享
共赢发展。河南将进一步提升基础
设施、人才等发展支撑，持续改善软
硬条件，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于英涛介绍了紫光集团科技研
发、产业布局以及在豫项目有关情
况，积极评价河南在人才集聚、产业
基础、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优势，表示将
加快在豫项目建设，拓展双方合作空
间，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徐立毅、王新伟参加会见。③5

尹弘会见紫光集团
联席总裁于英涛

新华社济南4月22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 4月 21日至 22日
在河南、山东实地督导夏粮和生猪生产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不懈抓
好夏粮生产，扎实推进生猪生产恢复，努力实
现夏粮丰收和生猪稳产保供。

河南、山东两省是我国夏粮主产区，也是
生猪生产大省。胡春华先后来到河南省开封
市、山东省菏泽市和济宁市，详细了解夏粮生
产、病虫害防治、生猪生产恢复和非洲猪瘟防
控等情况，并与农民、基层干部、科技人员和企
业负责人深入交流。

胡春华强调，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前所未有，抓好粮食和生猪生产对于确保粮
食和重要副食品安全意义重大。要努力克服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细化目标、压实责任，切
实把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要加强夏粮田
间管理，加大小麦条锈病、赤霉病等重大病虫
害防控力度，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落实

“一喷三防”等关键措施。要密切关注苗情发
展，提早防备干热风、烂场雨等自然灾害。要
保持生猪生产恢复发展好势头，大力支持养
殖场户补栏增养，加快新建、改扩建养猪场，
多渠道增加种猪供应。要扎实做好非洲猪瘟
防控工作，强化疫情监测排查和生猪调运监
管，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坚决防止疫
情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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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弘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陶留海检查
线路铁塔情况。⑨6
罗浩 摄

●部分设施农业允许使用永
久基本农田

●设施用地规模大幅度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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