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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一线见闻

□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秦川

9 月 15日，在位于淇县的河南特
种尼龙·朝歌电子科技产业园内，一台
台高速运转的纺织机将特种尼龙材料
织造为高强织物，其下游产品医用防
护服关乎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在疫情防控背景下，园区3个月内
就完成了3座生产车间的建设任务，并促
成两家企业顺利入驻，能实现这样的效
率，服务管家功不可没！”园区牵头组建
企业——中维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维化纤”）董事长陈海涛表示。

作为一家专注于特种尼龙系列产
品研发、生产、销售的新材料高新技术
企业，中维化纤在疫情防控期间遭遇
了棘手的发展难题。为集聚发展优
势，今年 3月该企业以产业园为载体
向省发展改革委申报了“2020年河南
省开发性金融支持补短板‘982’工程
专项”项目。但是，时间紧、任务重，若
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审批手续，将
严重影响项目申报及园区建设。

“了解到中维化纤的实际困难后，我
们立刻组织专班进驻企业，全天候开展
代办业务，在多部门共同努力下，仅用14
天就办好了正常情况下需要60天才能
办完的全部手续，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有力保障。”中维化纤县级服务管
家、淇县工信局副局长王勇告诉记者。
在服务管家的悉心护航下，河南特种尼
龙·朝歌电子科技产业园一期项目被纳
入《河南省补短板“982”工程实施方案》。

近日，2019年度全省营商环境评
价结果正式出炉，鹤壁取得第三名的
好成绩，这离不开全市 944名服务管
家一点一滴的辛勤付出。

2018年 12月，为进一步提升企业
自主创新及研发能力，鹤壁市又向中
维化纤派驻了市级服务管家，这一重
任落在了市科技局四级调研员邓力华
的肩上。在他的推动下，目前中维化
纤已与中科院达成多项合作，双方还
共同成立了河南省功能聚酰胺纤维工
程技术研发中心。

“服务管家比我们自己还操心企业
发展。”陈海涛笑着告诉记者，由于订单
已排至明年3月，中维化纤又从德国引
进了一套巴马格成套纺丝设备，再次将
特种尼龙 66长丝产能扩大 1倍，达到
每年2万吨的生产能力。③8

中维化纤：

“管家式”服务让企业“轻装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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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丁 桂娟 双瑞

记者沿黄河继续向东，行至黄河
中下游分界线桃花峪附近，在河南省
武陟县境内的黄河北岸，邂逅“万里
黄河第一观”——嘉应观。这是黄河
流域修建的最大的一座河神庙。

“武陟地处悬河头、百川口，历来
是治河的关键要地，是了解中国治黄
文化的窗口。”嘉应观景区管理局书
记翟嵩峰介绍，雍正之前的历史上，
在武陟境内沁河入黄处，沿黄河 9公
里多没有大堤，水流迁徙不定，成为
最易决口的“豆腐腰”河段。

“河涨河落维系皇冠顶戴，民心
泰否关乎大清江山”，嘉应观内的御
碑亭柱上刻着康熙原话。自大禹治
水以来，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停止过

与黄河水患的斗争；“黄河宁，天下
平”——道尽了黄河与国家民族命运
的关联。

嘉应观始建于 1723 年，是雍正
为了纪念在武陟修坝堵口、祭祀河
神、封赏治河功臣而建造的淮黄诸河
龙王庙，建筑布局效仿故宫，集宫、
庙、衙署为一体。观内有雍正亲自撰
文并书写的铜碑，立在一河蛟身上，
意在镇恶。

一部治河史，就是一部治国史。
小小嘉应观，让人穿越时空，纵览中华
民族坚韧不拔、坚强图存的奋斗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
视黄河治理，黄河不仅实现岁岁安澜，
而且连续21年不断流，呈现出全新的生
命状态，为世界江河治理与保护、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提
供了成功范例。

（据 新 华
社郑州 9 月 21
日电）

嘉应观：

一部浓缩的中国治黄史

本报讯（记者 樊霞 通讯员 吴
佩锷）9月 21日，从省农信担保公司
传来好消息，面对今年疫情、汛情的
双重考验，该公司紧紧围绕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积极应对挑战，创新发
展，截至今年 8月底，累计实现担保
规模 245.6亿元，在保余额 107.27亿
元。其中，担保规模居全国农担体系
第二位。

作为我省唯一专注支持农业、以
破解农业发展“融资难、融资贵”为己
任的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省农信担
保公司坚持以党建引领，认真贯彻落
实国家和我省关于建立“轻架构、垂直
化、扁平化”农业信贷担保体系要求，
构建了贴近主体、运行高效、覆盖全省
的“一体两翼”农业信贷担保服务网
络。尤其是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该公司通过自主开
发搭建的担保业务综合管理系统，实
现了业务受理、审批、签约等全流程线
上办理，大大提高了业务办理效率，保
证了担保客户资金需求不断档。截至
今年 8月底，省农信担保公司累计扶
持的粮食、畜牧水产和蔬菜等重要农

产品项目，担保规模分别为112.96亿
元、49.48亿元和 34.94亿元，为 3302
户受疫情影响到期还款困难的客户办
理展期业务1.73亿元。

为进一步放大财政支农政策效
应，省农信担保公司通过探索完善

“银担”“政银担”“政银担保”等合作
模式，构建了政府激励引领、银行信
贷跟进、投资示范带动、担保保险护
航的“政银担保投”联动支农机制。
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
务，省农信担保公司围绕我省优质小
麦、优质花生等十大优势特色农业融
资需求，开发了丰收担、畜牧担、市场
担等“豫农担+N”纯信用系列产品，
综合融资成本控制在7%/年左右，为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村集体经济
组织等提供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

截至今年 8月底，省农信担保公
司业务覆盖全省 133个县（市、区），
累计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
营主体 4.3 万家。其中，围绕优质粮
食开发的“丰收担”产品，累计为1.93
万家粮食经营主体担保放款 89.9 亿
元，节约融资成本约3.6亿元。③5

省农信担保公司创新发展破解农业“融资难融资贵”

实现担保规模245.6亿元
4.3万家经营主体受益

□本报记者 陈辉

浪潮集团，总部位于山东省济南
市，是国内实力最强的大型 IT企业之
一，我国领先的云计算、大数据服务
商，云计算综合实力排名行业第一。

9 月 13 日，记者随“500 强看河
南”采访团来到浪潮集团总部采访。

“今年的疫情，危机中也蕴藏着机
遇。各行各业加速上线，线上经济需要
云平台、数据中心作支撑，这给我们带
来了巨大的机遇。”浪潮集团执行总裁
王洪添在接受采访时说，浪潮集团这些
年一直在积极推动产业数字化，在云服
务、大数据、智慧城市“新三大运营商”
业务上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成果。

谈起和河南合作，王洪添说：“2018
年，浪潮集团就与河南省政府、郑州市
政府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河南是
一个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近些年发展
日新月异，投资环境也不错，在这里设
立研发和服务中心能够快速辐射全
国。”浪潮正在逐步扩大河南区业务，在
河南的分公司员工规模已超过 1000
人，今年4月，浪潮集团与郑州市签署合

作协议，在航空港区投资建设高端智
能制造的浪潮郑州生产基地，未来将
做到“郑州产、河南用、全国推”。

“我们正面临产业二次分工，不
同的城市会有不同的定位、发挥不同
的功能。”王洪添说，地方政府在招商
引资时一定要认清城市的禀赋优势，
要统筹考虑产业生态，围绕产业链和
人才创新来做文章。

河南正在大力推进制造业转型升
级，浪潮集团也正在大力发展工业互
联网，双方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下一
步，浪潮集团将在河南加大新基建投
入力度，发展工业互联网，建设河南标
识解析节点，建设智算中心；同时，大
力发展大数据产业，积极参与河南数
字经济建设，为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实的‘数字底座’。”王洪添说。③8

强企业看河南005

浪潮集团执行总裁王洪添 受访者供图

为河南高质量发展打好“数字底座”
——访浪潮集团执行总裁王洪添

□本报记者 陈小平

9月 14日至 20日，全国的目光聚
焦郑州。作为本届网安周主会场的郑
州，广邀八方宾朋，以习近平网络强国
战略思想为引领，高质量办好了一届
安全、节俭、创新、出彩的网安周。

这是一次落实网络强国战略思想
的具体行动。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近年来，河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善网络安全协
调机制，有效处置网络安全事件，加大
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力度，着力维护网
络安全，创造了许多有益经验。

把办好网安周作为落实网络强国
战略思想的具体行动。本届网安周聚
焦“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这一鲜明主题，把习近平总书记“四个
坚持”的重要指示精神贯穿始终，围绕

“技术领先、形式新颖、参与广泛、影响
深远、实效突出”目标，一体推进网络安
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

通过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
本届网安周实现了增强群众网络安全
意识和技能、构建网络安全良性生态、
助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的多赢互促。

这是一次共建共享网络安全生态
的全民实践。

全国首创的网络安全主题晚会，
通过以案例专题、网友互动等方式，情
景再现式展现了如何解决与群众生产
生活密切相关的网络安全问题。线上

赛、线下赛、精英赛相结合的“强网杯”
挑战赛，有力促进了网络人才培养、网
络技术创新和网络产业发展。贯穿本
届网安周的六大主题日活动以及全民
网络安全知识竞赛、线上课堂等活动，
为群众提供了参与网络安全宣传的实
践平台，构建了网上网下“同心圆”，让
网上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充沛。

据统计，本届网安周吸引现场参
与群众 35万人次、移动APP关注突破
2.2亿次、短视频点击超 17亿次、点赞
量近8000万次。

这是一次前瞻性网络安全理念的

共识凝聚。
聚焦网络空间安全学科建设与人

才培养、网络安全产业创新发展、个人
信息保护、智慧城市安全等主题，本届
网安周线上线下共组织 1场高峰论坛
和11场主旨论坛。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江兴、吴建平，
中国科学院院士冯登国，中国人民解
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校长
郭云飞，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 CEO 程维等众多业界“大咖”精
彩发声，既为广大群众上了一堂网络
安全领域的公开课，也凝聚了合力共

筑网络“安全网”的思想和行动共识。
这是一次网络安全创新成果的集

中展示。
网络透明人、验证码劫持……走进

网络安全科技馆，一场用科技感受科技的
奇幻网络空间之旅就展现在大家面前。

结合疫情防控需要，本届网安周
打造了国内首次线上网络安全博览
会。依托 3D建模、线上直播等技术，
网络安全领域重大成就、前沿技术和
最新产品有了“云”展示平台，共吸引
100多家互联网和网络安全知名企业
参展布展。据统计，本届网安周期间，
数字化展会访问量已突破1000万次。

这是一次网络安全产业创新发展
的务实盛会。

以本届网安周为媒介，360集团、科
大讯飞等一批互联网领军企业纷纷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助力郑州建设智慧城市。

据统计，本届网安周累计签约项目
153个、投资总额突破1200亿元，为郑
州打造网络安全产业新高地注入新活力
新动能。特别是9月 15日中原科技城
的挂牌运营，不仅发布了“3.0版”人才新
政，而且现场签约项目60个、投资总额
突破1100亿元，为助力网络安全产业创
新发展和广大科技人才落地郑州，提供
了更舒心更放心更安心的优质环境。

以承办这次盛会为契机，河南将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
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发展，合力谱写新时代网
络与信息安全的出彩篇章。③5

□本报记者 田宜龙 郭歌

2020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
会（以下简称“中秋晚会”）已于9月20日
凌晨完成节目录制工作。

“今年中秋晚会的舞台和以往完
全不同。这次的舞美设计并不是独立

的，而是和空间、环境融为一体的。”中
秋晚会舞美总监许林江说。

今年中秋晚会的主舞台以隋唐洛
阳城应天门为背景，打造 360 度全景
水面舞台，将古今加以连结，虚实加以
转换。许林江透露，为了主舞台的选
址，节目组先后三次来到洛阳考察，实
地走访了很多地方，最终确定将主舞
台搭建在隋唐洛阳城应天门前。

“在室外拍摄晚会并运用无人机等

设备，对视觉效果要求很高，因此不能只
有舞台很亮，也要兼顾四周的画面效
果。”许林江认为，主舞台既要彰显城市
规模，又要代表洛阳十三朝古都的气势，
选址在隋唐洛阳城应天门前，可以很好
地将应天门、明堂、天堂作为背景，达到
晚会舞台与千年古都融为一体的效果。

据许林江介绍，今年中秋晚会不仅
有思乡团圆的中秋味道，还蕴含宏大的
家国情怀，洛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古

都风范与晚会想要表达的主题高度契
合。“今年的舞台是有史以来面积最大
的一次。”许林江说，拍摄手法也不同以
往，“拍摄设备是最全、最多的一次。”

“水”的运用一直是中秋晚会舞台上
的一大特色，许林江介绍，今年中秋晚会
的舞台搭建在5000余平方米的圆形水
面上，表演区设置在水面中央，300余米
的回廊将其环绕，还有洛阳桥、牡丹等具
有洛阳特色的元素点缀其间。③4

一场网络安全的盛宴
——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综述

央视中秋晚会舞美总监许林江——

以古今融合之美传承家国情怀

——聚焦2020年央视中秋晚会

9月 20日，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挑战赛颁奖仪式在郑州
网络安全科技馆举行，图为获奖选手在领奖。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中秋晚会录制现场采用360度水景舞台精彩呈现⑨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沈若宸 摄

（上接第一版）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
力度，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收官各项
任务，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历史和人
民的检验。

开封脱贫攻坚工作涉及 4 县 3
区，唯一贫困县兰考已于 2017 年作
为国家首批、我省首个脱贫摘帽的国
家级贫困县退出序列。截至 2019年
年底，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总计
80838 户 260887 人 ，其 中 已 脱 贫
75438 户 247744 人，剩余未脱贫人
口今年将如期实现脱贫。

决心的背后是强大的意志和实
打实的行动。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开封市把
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
民生工程，出真招、出实招、出硬招。
进入 2020 年全面收官之年，面对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开封市委、
市政府坚持战“疫”战“贫”一体推进，
快速反应，提前应对，强力部署，狠抓
脱贫攻坚实效。

每个星期一的上午，开封市领导
都会雷打不动参加一个会议——交
办会，由分管市领导和县、区“双向”
交办扶贫等三大攻坚任务和问题清
单，研判决定重大问题，高效率协调
推动落实。

这是开封在快速推进脱贫攻坚
见底见效中创新完善的“日调度、周
交办、月点评”工作推进机制的其中
一项。如今，这一工作机制已成为开
封“常规动作”，全市上下已经形成了
在“一盘棋”中履职尽责的良好氛围。

“要以脱贫攻坚为统领、为底线
谋划经济社会发展，落实好脱贫攻坚
主体责任，沉下去发现问题、静下心
研究政策、出真招破解难题。”市长高
建军说。

2019 年 5 月以来，开封市充分
发挥领导干部以上率下、实干为先
的示范带头作用，创新开展脱贫攻
坚市级领导包乡联村、县区领导包
村联户、乡镇领导包户联人，遍访乡
镇、贫困村、贫困户的“三包三联三
访”工作，推动全市各级干部转作风、
接地气、抓重点、补短板，全面提升脱
贫成色。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主
会场所在地西姜寨乡，曾是一个穷得
要拿乡政府大院里树木抵债的偏远
乡，如今已是“第二届中国美丽乡村

百佳范例”“河南省文明村镇”“全省
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获得
者。

“党建引领，干部带头，做实了就
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西姜
寨乡党委书记李威深有感触。

1962 年，在内涝、风沙、盐碱“三
害”最严重的时刻，一句“党派我来
的”，让焦裕禄与兰考人民紧紧联系
在一起。今天，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的关键时刻，“党派我来的”口号再次
响彻开封。“能参与到伟大时代的脱
贫攻坚战役中，是我一生引以为傲的
经历。”开封供电公司曾担任驻村第
一书记的陈先见说。

支部连支部、干部包到户；强村
联邻村、强村带弱村。开封紧紧围绕

“产业扶贫牵头抓总”思路，探索创新
“龙头企业带两端、贫困群众干中间、
金融扶贫惠全链”产业扶贫带贫增收
模式，开展“十链百园千基地”建设，
打造 10个以上以小麦、花生、大蒜、
蜜瓜、菊花、红薯、食用菌、生猪、牛、
羊、鸡、鸭等为主导的全产业链，100
个扶贫产业园和1000个扶贫产业基
地，力争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提升带
贫能力。

杞县通过基地种植、大蒜保险政
策扶持、龙头企业带动、电商扶贫助
力、自媒体销售等方式，打造从种植
到储藏、研发、精深加工、运输、销售
等全产业链条，在大蒜交易高峰期，
仅金杞大蒜国际交易市场内每日用
工就有数千人，参与务工的每个贫困
人员一个蒜季可收入上万元。

开封首创的每周各级分包领导
到贫困村开展“夜谈会”，让群众主
动谈收入、谈心声、谈变化、谈孝善、
谈贡献，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政
策落地一米团”“技能提升一米团”

“扶贫扶智一米团”打通了联系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米”，持续提升着群众
的满意度。

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
村振兴是脱贫攻坚的动力。在打赢
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同时，开封市努力
推进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2018
年年初先行先试，开启了乡村振兴

“1+6”示范带建设，努力探索乡村振
兴开封的特色路径。如今，示范带上
花香果硕，生机勃勃，已是一派崭新
气象。③4

开封 高质量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