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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啥时候开始接种流感疫
苗？听说四价流感疫苗最管用，这里
有吗？”7月 21日，在郑州市一家疾控
中心的接种室，市民王女士带着孩子
接种乙脑疫苗时，顺便向医师咨询。

王女士口中的“四价流感疫苗”，
可以有效预防三价流感疫苗难以防范
的B型Y系流感病毒。位于新乡市高
新区的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兰生物”），正是国内第
一支四价流感疫苗的研发和生产者。

“我们是国内首家通过流感疫苗
世卫组织预认证的企业，流感疫苗产
能居国内第一位，2019年流感疫苗国
内市场占有率达 40%以上。”谈起流
感疫苗板块，华兰生物董事长安康的

话里透着自豪。
华兰生物办公室主任马超援说，

为了四价流感疫苗早一天上市，华兰
生物从立项起就与时间赛跑，全力以
赴“拼”研发、“抢”产能。

2018年 6月，华兰生物在国内疫
苗界率先攻占“桥头堡”，取得四价流
感疫苗的生产文号、新药证书及GMP
证书，建立了该品种的行业标准。

2019年，华兰生物共批签发四价
流 感 疫 苗 836 万 支 ，比 上 年 增 长
36.9%，四价流感疫苗批签发量占全国
批签发总量的86.9%，为遏制流感疫情
蔓延、保护人民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内疫苗生产企业众多，为何华
兰生物能拔得头筹？

对科技创新不懈的追求、对科研
投入的高度重视，是华兰生物一路领

先的“秘诀”。
每一次重大

公共卫生需求，都会吹
响华兰生物科研攻关的
冲锋号，日益强大的创新能力，支持
其一路“闯关夺隘”：在国内首家通过
了血液制品 GMP认证，使“华兰”成
为中国血液制品行业的公认品牌；在
全球甲流疫情暴发后，第一时间研制
生产出甲型 H1N1 流感病毒裂解疫
苗，建立了全球首个甲流疫苗质量标
准；在四价流感疫苗研发中，率先在
国内建立了新型高效广谱流感疫苗
制备工艺流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冲
锋在前，不仅承担了相关血制品的保
供任务，而且争分夺秒研发疫苗……

截至目前，华兰生物共有11个血
液制品、6个疫苗产品上市，已构建起

血液制品、
疫苗、单克隆抗体药物“三驾马车”并行
的创新体系，并根据国内外疫病流行发
展最新态势，不断优化自身科研布局。
2019年，华兰生物实现营业收入37亿
元、净利润12.83亿元。

“未来，华兰生物还要借力改革
东风，为公司发展注入新动能。”安康
表示，华兰生物旗下的子公司华兰疫
苗，正借助资本市场平台进一步“扩
军换装”，深化产业链战略布局，做大
做强疫苗业务板块，力争实现跨越式
发展。③8

走进自创区 感受创新力

疫苗成就行业龙头

本报讯（记者 李点）7月 28日，《郑
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草案）》
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
议二次审议，与一审稿相比，此次修改
亮点多多。

一审时，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
为了促进自创区的发展，建议赋予自创区
一级财政管理权限。法制委员会采纳了
这一意见，在总则一章增加一条作为第七
条，内容为：“自主创新示范区享受一级财
政管理权限。预算纳入所在地省辖市本
级预算，接受所在地省辖市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审查和监督。”

一审时，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
应当明确自创区发展规划的编制主体，并
建立科学合理的规划体系。此次二审将
有关内容修改为：“省人民政府应当组织
编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作为自主
创新示范区规划建设的主要依据。自主
创新示范区所在地省辖市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和国土空
间规划组织编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详
细规划。”同时，增加一条作为第十条，内
容为：“管理委员会应当根据省人民政府

的发展规划和省辖市人民政府的详细规划，组织
编制自主创新示范区规划建设的实施方案。”

一审时，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自创
区作为科技创新和改革政策先行先试的
区域，应当建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
机制，消除风险性比较高的项目承担单
位和科研人员的顾虑。

此次二审稿中将第六十五条
修改为：“支持自主创新示范区
建立创新容错机制。对改革创新、
先行先试未取得预期效果但符合
程序规定、勤勉尽责、未谋取私利
的，可以免除责任”，并增加一
款作为第二款：自主创新示范
区在科技创新项目实施、财政
科技资金管理、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等方面，建立区别于其他
领域的评价监管机制，赋予科
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更大的自
主权；对探索性强、前沿引领
性高的科研项目，项目承担人
和项目管理单位勤勉尽责、未
谋私利但未能形成预期科技
成果的，不作负面评价。③9

□卢松

“投身脱贫，扶危济困。”近年来，在省民政
厅引导和动员下，在福彩公益金大力支持下，
全省越来越多的慈善、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力
量，加快组织实施社会公益项目，助推打赢脱
贫攻坚战，助力河南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和乡
村振兴。

“牵手计划”情牵“一老一小”

“太好看了，做梦都想不到我家孩子能住
上这么漂亮的房间，太感谢你们了！”“太舒服
了，晚上我会激动地睡不着觉，以后再也不用
趴在凳子上写作业了，谢谢叔叔阿姨，我一定
会更加努力学习！”

平顶山叶县心天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链
接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为受援县鲁山县和
叶县 40户农村低保家庭的孩子们带来了“焕
新乐园”项目。当孩子们看到杂乱破旧的小黑
屋变得干净明亮时，都激动不已，更有小朋友

惊呼着一跳而起，蹦到温暖宽敞的床上打起滚
来。在改造环境的同时，社工们还实施“一对
一陪伴计划”，帮助孩子们从自卑懦弱到自信
坚强，从厌学到成绩优异，为孩子们的世界注
入爱的暖流。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
希望”。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外出打工，
家中只有老人陪伴孩子，祖孙之间的代沟严
重影响着孩子们心理健康。省民政厅组织实
施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牵手计划”始终聚焦
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社工已成为儿童
关爱保护体系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活跃在全
省儿童关爱保护一线，成为农村留守儿童眼中
的“天使”，让农村留守儿童的世界充满了爱和
温暖。

2019年和 2020年，我省下达福彩公益金
160多万元，在潢川县、平舆县、上蔡县、光山
县、确山县、商城县、固始县、桐柏县、新县等9
个县实施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牵手计划”，引入
江苏和河南的9个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一对一
帮扶当地9个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提升当地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服务能力，推动社会工作专业
力量在脱贫攻坚中发挥更大作用。

“牵手计划”实施过程中，社工还指导大
别山革命老区发展志愿服务力量，动员广大
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实施社会公益项目，服
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2019年以来，河南
省慈善总会共为大别山革命老区 22 个县捐
赠慈善款物 5433 万元，其中，资金 2885 万
元、物资 2548 万元，直接受益人数达 6000
多人。

社工服务助“三区”群众走出困境

走进光山县金通养老服务中心，老人们或
聊天、做健身操，或种菜、做手工，院内洋溢着
欢乐祥和的气氛。“除了平常组织播放红色电
影外，逢年过节还组织健康之星、劳动之星评
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老人们晚年生活健康快
乐。”信阳市祥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周
俊峰说，“很多老人来到这里后，眼里有着闪亮
的光芒。”

经过“牵手计划”的帮扶，成立两年的信阳
市祥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始独立承接社会
服务项目，在光山县、罗山县、息县等地开展

“三区”社会工作人才支持计划，社工们运用
专业知识，为处于困境的老年人提供心理疏
导、情绪支持和促进社会融入等服务，有效提
升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得到老人们的一致
点赞。

边远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是开
展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区域，脱贫工作任务
重、压力大。我省出台了《关于发展社会工作
助力脱贫攻坚的意见》，引导和支持全省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深入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区），
每年选派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农村的残障人
员、“三留守”人员和受灾群众等提供个性化的
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帮助贫困个人及家庭脱离
困境。

结合当前脱贫攻坚实际，我省先后实施了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计划”“社会
工作介入低保核查计划”“慈善社会工作扶贫
计划”“留守儿童关爱保护计划”等社会工作扶

贫攻坚项目，力求以社工领域的专业化手段实
现精准扶贫。同时，我省还探索实施扶贫志愿
服务和社会工作联动工作机制，鼓励支持志愿
服务组织为困难群众提供各类帮扶，积极参与
志愿扶贫行动。

近两年，我省持续下达福彩公益金455万
元，在罗山县、息县、淮滨县、商城县、确山县、
汝南县、平舆县、泌阳县、上蔡县、正阳县、固始
县开展“三区”社会工作人才支持计划，选派社
会工作人才到以上贫困地区开展社会工作服
务，推动受援县建立健全社会工作制度，促进
当地社会工作发展，探索适应贫困地区的社会
工作服务模式，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基层社会
治理创新作出积极贡献。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牵手计划”“三区”社
会工作人才支持计划的持续实施，有力推动了
社会工作根植中原大地。如今，专业社工正汇
聚起慈善和志愿服务的力量，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在脱贫攻坚、儿童关爱保护、基
层社会治理、养老服务体系等诸多领域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慈善社工力量温暖老区群众

本报讯（记者 栾姗）7月 26日，记
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上半年，
我省共争取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预算
内投资234.1亿元，同比增长近50%。

今年以来，我省抢抓国家增加中
央预算内投资规模的政策机遇，结合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积极与
国家发展改革委衔接，全力做好中央
预算内资金争取工作。

截至目前，分领域看我省争取中
央预算内投资计划，保障性安居工程
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83.8 亿元，
其中老旧小区改造专项资金 65亿元；

“三农”建设领域 60.4 亿元，其中引江

济淮、小浪底南北岸灌区、西霞院水利
枢纽等重大水利工程专项资金48.5亿
元；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6.7 亿元；
社会事业和社会治理领域 62.4 亿元，
其中省医公共卫生应急医学救治中
心、省儿童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等
公共卫生设施专项资金 30.9 亿元；节
能环保与生态建设领域 10.8 亿元，其
中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专项资金
5.1亿元。

中央预算内投资具有“四两拨千
斤”的作用。据估算，上半年我省争取
到的234.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可以
带动千亿元的社会投资。③8

今年上半年我省争取
中央预算内投资约234亿元

（上接第一版）
用这条生产线生产钢筋，整个过

程只用电，没有废水废气的排放，属于
清洁生产；而且钢材节材率达到20%，
制造成本也相对较低。也就是说，同
一座建筑，等强度代换，以前要用
1000吨钢材，现在只用800吨。

翟文的创新，实现了对冷轧带肋钢
筋的升级换代，为用冷轧热处理方式生
产高强度钢筋开辟了一条新路。2017
年，他的公司生产的钢筋被列入《国际重
点推广的低碳技术目录》和《住建部建筑
业十项新技术》。仅郑州到徐州高铁线
路就一次性订购该公司产品3000多吨。

翟文和公司都红了，他却陷入了
沉思：自己文化水平不高，管理一个小
企业还能胜任，要把公司做大做强，将
这一技术快速地推向全国，造福社会，
必须寻找更大更高的平台。

而此时，上海复星集团瞄上了翟
文和他的公司。通过当地政府牵线搭
桥，翟文与对方展开谈判。有人提出
异议：自己企业发明的东西，为啥拱手
送给别人赚钱？翟文说：“我们要算大
账，不要算自己的小账。如果这项技
术在全国铺开，该给社会节省多少成
本？全国有多少房屋、桥梁、高速铁路

的抗震性能可以得到提高？”
谈判中，上海复星集团提出，新的公

司总部设在上海或南京，任翟文挑选。
翟文毫不犹豫地回答：“总部就设在安
阳。”他说，在研发过程中，安阳市委、市政
府和安阳高新区管委会给予了大力支
持，自己不能忘恩，必须回报安阳人民。

经过16轮谈判，双方终于达成合作
协议，2018年联合成立了复星合力。翟
文说：“复星集团入股之后，不仅带来了
资金，也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对复星
合力在股权结构、管理模式、销售模式等
方面均进行了一定调整，同时在全国快
速复制建厂，蛋糕越做越大。”

目前复星合力已拥有安阳、岳阳、
济南三大生产基地，综合年产能 180
万吨。未来，复星合力将以安阳为总
部，建设华北、华中、西北、西南、华南、
东北等地区及东南亚基地，力争 5年
内实现销售收入1000亿元，产能突破
3000 万吨，并进军资本市场，登陆主
板上市。翟文说：“我原来的公司，10
年总共缴税 2000 万元。而复星合力
在受疫情影响的情况下，今年上半年
就缴税5000多万元。”

豫北重镇，一个“独角兽”在快速
成长中。③8

（上接第一版）都成为他每天的“必修课”。第
83集团军某合成旅上士韩黎明为了克服自身
短板弱项，每天除了完成正常的训练外，主动开

“小灶”。两个月时间里，他与相伴的突击车达
到“人车合一”，体重却轻了近5公斤。

一块伤疤就是一枚军功章。武警河南省总
队机关作战参谋胡晓因高强度训练而导致全身
20多处积伤，这些隐约可见的伤痕，就像一枚
枚军功章遍布在他的小腿、耳朵、膝盖等处，彰
显着这个铁血男儿忠于国家的阔朗情怀。

没有“狼性”，很难带出过硬队伍。“如果一
次台风、一场暴风雨来临，我们都不敢起飞，那
么战斗在这样的天气下打响，我们能取胜吗？”
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飞行二大队战术主任、飞
行教员丁曙光坚持利用不良天气，不打折扣地
从难从严练兵。

没有打赢的血性、求胜的决心，军人的梦想
就缺少“硬度”。我省每年参军人数占全国征兵
总量的十分之一，从南海之滨到北疆边陲，从西
北大漠到东海海岛，无论是在平常训练中，还是
在急难险重任务中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刘政
康、胡晓、丁曙光……一大批河南籍官兵在强军
兴军的伟大征程中，用自己的爱国之情、报国之

志交出了一份份优异答卷。

用骄人战绩书写担当

战场无亚军，一切为打赢。
2019年 7月25日，第75集团军某特种作战

旅上等兵白莎跨越3000多公里，从祖国大陆最
南端海南，到祖国北疆朱日和，参加陆军“狙击精
英——2019”考核，与全陆军的狙击高手过招。

朱日和的风速最大可达每秒19米。为了这
场比拼，白莎从零开始，一到训练场先测风速，她
用皮肤去感知风速的变化，仔细观察周围的参照
物在不同风速、风向中的变化，对照修风表，计算
修正量。终于在一次次的尝试和修正中，她掌握
了修风方法。在比赛中，白莎凭借稳定的发挥拿
下“陆军枪王”称号。

“‘金飞镖’是每一个空军武器控制师的最高
职业荣耀。”空军某部特级武器控制师李芝伟告
诉记者，比赛时，在千米高空，用炸弹准确击中目
标，就好比用足球从球场这一端踢中另一端的火

柴盒。要获得这个荣誉，并非易事。
李芝伟不断锤炼本领，每天在荒郊野外一

练就是八九个小时，经常累得筋疲力尽。往难
里练、往苦里练，功夫不负有心人，凭借炉火纯
青的精投技术，他两次斩获“金飞镖”。

当兵，就要勇字当先，这是第 80集团军某
合成旅营长张勇的人生信条。训练场上的张勇

“处处扛红旗，样样争第一”，从难从严训练，先
后在各级各类比武中获得50多个第一。

从少林寺达摩院的武术教练，到争做“尖刀
传人”的铁血军人，田浩钦通过自己的努力，勇
夺400米障碍东部战区陆军第一名。

成绩的背后，是忠诚与担当。河南兵用骄
人战绩，再续“河南兵”品牌。

用默默坚守书写奉献

千里执戟江河涌，万里挥戈再建功。
断裂带、破碎岩、泥夹石……某特殊工程

建设任务，技术标准要求高，地质情况复杂，工

期仅 10 个月。面对这个复杂的特殊任务，火
箭军某工程旅参谋长党西，在深山老林之中，
带领技术攻关小组制订了 30 多项工程方案，
创新工艺工法，依托新型工程装备攻克一道道
难关，降服了一个个“拦路虎”，按下了全地域
作战的“快进键”，为震慑强敌的“王牌”和“底
牌”，构筑新“家”。

“咚锵、咚锵、咚咚锵……”5月22日，邓州市
彭桥镇禹南村的宁静被一阵锣鼓声和鞭炮声打
破，引来众乡邻围观。

原来，邓州市人武部会同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将第 22届“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一等
功臣张光付的立功喜报送到家中。

10多年来，张光付践行雷锋精神，将爱心
播撒全国 20多个省市，累计资助贫困学生、困
难群众 1600余人，先后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共
青团干部”“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荣立一等功
1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

英雄的历史彪炳千秋，新时代军人再谱辉

煌。作为杨根思连第30任连长，李照隆以英雄
为榜样，淬炼钢铁意志树军魂，苦练本领做好强
军领路人，带领团队获得了一个又一个荣誉，同
时他也多次立功受奖，成为新时期军人的一面旗
帜。第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班长张鲁豫继承红
一连的优良革命传统，带出战斗力强、团结友爱
的好五班。

终日与战机为伴，却不能像飞行员那样体
验速度与激情，高学锋被誉为“战鹰的守护人”；
张鹏飞最美逆行奔赴武汉疫区，连续奋战 71
天，成为“一线抗疫英雄谱”中唯一的士兵代
表。他们的感人事迹和不凡业绩铭刻在“八一”
军旗上、闪耀在强军之路上。

无奋斗，不青春。
青春报国，正在我辈！
义无反顾，就在当下！
生逢其时，重任在肩。在卫国戍边的战位哨

卡，在波浪翻卷的万里海疆，在广袤无垠的湛蓝
长空，在环境恶劣的大漠深处，在执行维和任务
一线……广大河南籍官兵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
思想，牢记强军目标，献身强军实践，奋勇争先当
标兵，精武强能谋打赢，在火热军营里锻造出彩
人生，谱写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崭新篇章。③9

让青春在军营中绽放

小钢厂蝶变“独角兽”

77月月2727日日，，洛阳市中信重工新动能洛阳市中信重工新动能
产业园内产业园内，，一批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产一批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产
品品，，正在进行出厂前的性能测试正在进行出厂前的性能测试。。⑨⑨66
黄政伟黄政伟 摄摄

激励郑洛新自创区加快发展

我省拟赋予其一级财政管理权限
同时建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机制

复 星 合 力
新 材 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车
间。⑨ 6 本报
记者 李运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