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铮 刘勰）5月 16
日，在第30次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第
六次全省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
会在郑州召开。会前，省委书记王国
生对全省残疾人工作提出要求。

王国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表
彰的先进表示祝贺，向全省 767 万残
疾人及其亲属表示问候，向所有关心
支持残疾人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
感谢。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
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带着感情、带着责
任，扎实推动残疾人事业实现新发

展。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
年，“助残脱贫、决胜小康”是这次全国
助残日的主题，也是我们的共同心愿
和庄严承诺。希望广大残疾人朋友从
自强模范身上汲取力量，进一步发扬
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精神，更加勇敢
地迎接生活挑战，更加坚强地实现人
生梦想，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战脱贫攻坚中建功立业，创造属于自
己的精彩人生。希望有更多社会力量
参与扶残助残，涵养“赠人玫瑰，手留
余香”的精神境界，让中原大地尊重、
关爱、帮助残疾人的氛围更加浓厚。

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残联要把残疾
人事业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民心工
程、德政工程，全力推进残疾人脱贫攻
坚，对受疫情影响的残疾人及其家庭
及时帮扶解困，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残
疾人工作，让残疾人朋友真切感受到
党的特殊关爱，一起追梦圆梦，共同谱
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省委常委、秘书长穆为民出席会
议并讲话，他指出，要进一步落实助残
扶贫相关措施，提升残疾人公共服务
质量，确保残疾人同步实现全面小
康。要大力弘扬自强不息精神，为残

疾人就业创业提供帮助，激励他们创
造精彩人生。要传承中华民族优良传
统，营造全社会扶残助残的浓厚氛
围。残联组织要持续提升服务能力水
平，残疾人工作者要恪守职业道德，把
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残疾人身边。各
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
作机制，推动残疾人事业更加均衡更
加充分地发展。

省领导马懿、戴柏华、周春艳和省
军区领导刘法峰出席会议。会议表彰
了全省自强模范、助残先进集体和个
人等。③8

□冯军福

每个城市都是一本

厚重的书，而工业遗存

就是其中独特的一页。

在郑州，二砂厂区变身

文青打卡地；在洛阳，中国一拖打造“东

方红工业游”；在济源，废弃厂房被改造

成兵工厂酒店……城市角落里，越来越

多传统工业与现代旅游“牵手”，带给人

们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

我省老工业资源丰富，“一五”时期

建成的洛拖、洛矿等企业，不仅见证了中

国工业的腾飞，也凝固了老一辈激情燃

烧的岁月。近年来，随着城市变迁、产业

转型的加快，很多工业厂区渐渐淡出了

主城区。这些工业遗存，是一座座待深

挖的“富矿”。走近它们，了解“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汽车是如何组装的”，既能够

感知工业文化，又可以满足怀旧情绪，助

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上海的杨浦滨江，厂房林立嬗变为公

园遍地，充满了生活气息；北京的“798”，

在众多艺术家和艺术机构进驻后，成了艺

术圣地。这些城市厂区的“蝶变”，带给我

们不少启示：工业“老树”发文旅“新花”，

“色香味”很重要。“色”是多样的旅游业

态，融“商、养、学、闲、情、奇”于一体，让“文

化旅游+”丰富多彩；“香”是丰厚的工业文

化，潜移默化创业精神；“味”是青春岁月

的回味，让人产生记忆共鸣。色香味俱

全，工业旅游之花必能绚丽绽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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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日报客户端

你知道哪些河南不为人知的靓丽名
片？请到河南日报客户端或河南日报
官方微博留言，也许你推荐的就是下
一期选题。等你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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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你不知道的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5月 8日，郑州市西四环外的中原
西路上，车辆川流不息。但在地下 16米深处，一部大型掘进
装备正如同钢铁长龙一般，以每天 20米左右的速度向前挺
进，在它身后，留下的是一条初具形态的地铁隧道……

“这台掘进装备就是盾构，它可以在不影响地面交通的情
况下安全高效施工，是建设城市地铁隧道、地下管廊的利器。”
郑州轨道交通10号线项目负责人、中铁隧道项目生产副经理
向阳告诉记者，如果要开掘“穿山越海”的公路隧道、铁路隧
道、水工隧洞，则需要其“加强版”——TBM（硬岩掘进机）大
显身手。

近年来，“中国设计中国造”的盾构 TBM 不仅占据了
95%的国内市场，还出口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从“中
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大步迈进，成为一张响当当的“中国
名片”。位于郑州高新区的盾构及掘进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是盾构及掘进技术领域唯一的国家公共研究平台和国家级研
发中心，为打响这张“中国名片”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2012年实验室成立以来，我们先后牵头联合研制出了
世界最大矩形掘进机、国产最大直径TBM、国产最大直径泥
水盾构，使我国盾构 TBM 的设计和制造水平迈入国际先进
行列。”盾构及掘进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孙振川自豪
地说，这为国内首条特长水下高速铁路隧道——狮子洋隧道、
亚洲最长铁路隧道——高黎贡山隧道、国内在建超大直径海
底隧道——汕头海湾隧道等重大工程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实验室主要凝练了刀盘刀具技术、系统集成与控制、盾构
施工控制等三大研究方向，并自主研发了国际先进的15大综
合实验平台系统。”孙振川一边介绍，一边带记者走进了盾构
TBM大数据中心，“在这里，你能看到中国盾构技术的未来。”

（下转第三版）

今 年 是 脱 贫 攻 坚 收 官 之

年。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主

要抓手和利器，不仅是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重点，也是推进乡村振

兴、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

本报即日起推出产业扶贫

系列观察，选取我省各地在田园

增收、养殖扶贫、龙头企业带贫、

金融扶贫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

法，以期示范带动全省产业扶

贫，实现助农增收、富民强业，如

期打赢脱贫攻坚战。③6

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5月15日
国际家庭日当天，全国妇联举办“最
美我的家 抗疫‘家’力量”全国抗疫
最美家庭云发布活动。会上揭晓了
660 户 2020 年度全国抗疫最美家
庭，我省文娜家庭等25户家庭入选。

此次我省入选的全国抗疫最美
家庭中，有夫妻双方都奋战在抗疫一
线的李卫红家庭，有无偿捐赠防疫物
资助力抗击疫情的于红霞家庭，有逆
行 3次为武汉运送爱心菜的王国辉
家庭……这些家庭积极参与和支持
疫情防控，作出了突出贡献，生动演
绎了一个个感人的战“疫”故事。

据介绍，此次最美家庭评选活
动，省妇联联合省文明办等单位，通
过家庭自荐、他人举荐、组织推荐等
形式，经综合评审，共推选出 2020
年第一季河南省最美家庭 100户和
全国抗疫最美家庭候选户25户。

近年来，省妇联在持续推动“五
好家庭”创建、积极参与“文明家庭”
表彰活动的同时，注重品牌建设，创
新 开 展 寻 找 最 美 家 庭 活 动 。 自
2019年起，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在全
省常态化开展，2019年全省共寻找
出县级以上最美家庭 9105户，河南
省最美家庭200户。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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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全国抗疫最美家庭揭晓

我省25户家庭上榜

郑州市经开区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盾构机生产车
间，工人正在作业。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第六次全省自强模范暨
助残先进表彰大会召开

王国生对残疾人工作提出要求

让工业“老树”
发文旅“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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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梁留科

战“疫”显担当
履 职 有 作 为

小“草”迎风长
产业“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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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舞台走向

5月 13日，光山县文化馆“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来到斛山乡众森高效
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千亩再生稻示范田，把演出送到“最后一公里”，为当地群
众献上喜闻乐见的精彩节目。大家齐歌共舞，气氛热烈。⑨3 苏平 摄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5 月 16
日，记者从感动中原组委会获悉，经
过推荐、初评、公示投票和终评，“出
彩河南人”2019感动中原十大年度
人物揭晓，10位温暖人心的河南好
人与一个模范群体获此殊荣。

当选“出彩河南人”2019感动中
原十大年度人物的有：填补国内空
白，研制出中国首台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复合式土压平衡盾构的中铁工
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杜
娟；对党忠诚、无私奉献，在 97岁高
龄交纳15万元特殊党费的新乡市离
休干部申六兴；大爱无疆，援非医疗
救助长达11年的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医生仵民宪；用行动坚守初心、和群
众打成一片的周口市郸城县公路局
驻马庄行政村第一书记刘俊义；热心

公益事业，引领新型养老服务体系的
河南爱馨养老服务集团创始人豆雨
霞；带领群众脱贫，让数万亩荒山变
成生态山、致富山的新密市祥和街社
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李松辰；潜心科
研创新、在治黄治沙一线坚守 30多
年的焦作黄河河务局武陟第二黄河
河务局高级工程师张军；从教22年，
连续22年教学评估全校第一的郑州
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郑美玲；返乡创
业，争做黄土地上逐梦人的平顶山市
郏县郭亚培小麦种植合作社理事长
郭亚培；扎根一线，完成创新成果百
余项的河南能源化工集团车集煤矿
矿井维修电工游弋。

组委会将“出彩河南人”2019感
动中原年度集体奖授予了南阳市市
政管理处“三八女子疏浚班”。③8

□本报记者 卢松

“这么多好政策，让俺吃穿不愁，
有病不怕。”“我开的网店，把家乡土
特产卖到全国各地。”“从家到广场的
盲道很通畅，自己出去转转，心情好
了许多。”……

5月的中原大地，火热的脱贫攻
坚战场上，随处可见残疾人脱贫解困
后的一张张笑脸。他们拔穷根、开富
源的脱贫故事，描绘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进程中最动人的画面。

唐河县大河屯镇马庄寨村村民
李喜柱自幼双目失明、双腿残疾，享
受到残疾人“两项补贴”；他的 80多
岁的父母患有慢性疾病，享受县医保
6次报销，日常用药可以报销 95%；
侄女申请的扶贫小额贷款入股合作
社，每年有稳定分红……19 项各类

帮扶政策，让李喜柱全家每年有 5万
多元的收入，远远超过了脱贫标准。

低保、残疾人“两项补贴”和特困
人员救助等“兜底”保障政策，让贫困
残疾人不为基本生活发愁；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大病补充保险等各项
医保扶贫政策，有效解决残疾人看不
起病的难题；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特
殊教育学校就读、送教上门服务等形
式，让适龄残疾儿童少年读书学习有
去处……普惠政策抓优先、特惠政策
抓精准，一项项惠民好政策，落到了
贫困残疾人的心坎上。

“政策这么好，干部这么上心，自
己不能靠着墙根晒太阳。”在全国残
疾人脱贫和助残扶贫先进事迹巡回
报告会上，嵩县黄庄乡三合村脱贫人
员张嵩现讲述自己脱贫的心路历
程。右腿残疾的张嵩现依托山里的

好生态，自学养土蜂，受益于到户增
收政策，实现发家致富，过上了比蜜
还甜的幸福生活。

卢氏县瓦窑沟乡观沟村单腿双
拐的贫困人员杨书春，放弃易地扶贫
搬迁政策照顾，自强自立种香菇、养
黑猪脱贫致富。他脱贫不忘乡亲，将
自己的种植养殖经验无偿分享给其
他贫困户。杨书春说：“我要带着村
里的贫困户一起干，用仅有的一条
腿，蹚出一条致富的路来。”

“靠劳动脱贫最光荣。”在党和政
府及社会各界的关心帮扶下，我省越
来越多像张嵩现、杨书春这样的残疾
人，自力更生、苦干实干，甩掉了“穷
帽子”，奔向幸福路。

康复服务是残疾人的基本需求，
帮助残疾人实现康复，与帮助他们脱
贫奔小康一样意义重大。（下转第三版）

好政策落到贫困残疾人心坎上

产业扶贫系列观察 “出彩河南人”2019感动中原
十大年度人物评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