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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一心 加油干
本报讯（记者 赵春喜 通讯员 吴建

成）秋日里，走进项城市产业集聚区，繁忙
的生产场景，创新不止的热情，平添了一
抹浓烈的色彩。9月 24日，在河南莲花健
康项目建设现场，大型机器来回穿梭，施
工工人正在加班加点赶工期。半年以前，
莲花健康集团成功完成司法重整，项城市
政府和安徽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等整合资金14.6亿元，对莲花健康联合施
救，使其成为近年来我省实施重整成功的
上市公司之一。

作为周口市食品工业龙头企业，莲
花健康受冗员问题、历史遗留问题及市
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一度濒临破
产、面临退市。在周口、项城两级政府的
帮助下，今年 3月，莲花健康顺利完成司
法重整，化解了历史债务，妥善安置了职
工。

“莲花健康一期工程总建筑面积 5.5
万平方米，预计投资1.8亿元，将建设工艺
国内领先、配置先进的自动化装备，全面
提升生产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莲花健
康建设项目总指挥朱捷告诉记者。

据介绍，该项目一期工程主要建设
10 万吨氯基酸生产线、5 万吨复合调味
料及仓储配套设施。目前，正在进行基
础设施建设及设备订购，预计 10月份建
成投产，今年力争实现营业收入 20 亿
元。

临近中午，一辆装载医疗防护类产品
的货车停在庄吉服饰车间门口。在货代
员魏筠的引导下，经过核实申报信息、领
取出货牌号，再经疫情防控点进行体检，1
个小时后满载货物的厢车抵达项城北高
速口，发往北京等地。

几个月前，这里却是另一番场景。受
疫情影响，企业生产缓慢，（下转第十二版）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杨之甜）9月 22日，秋高气爽，滑县
大运河·三科智慧农商城项目施工现场，塔
吊林立，200余名建筑工人正在加紧作业，
项目主体楼已见雏形。“这是滑县今年重点
民生项目之一，总投资 25亿元，建成后可
容纳商家 5000余户，提供 2.5万个就业岗
位，实现年交易额超百亿元。”滑县发改委
负责人介绍。

仅今年前 7个月，滑县就推进建设了
十几个这样的重大项目。郑济高铁、濮卫
高速、铁路专用线稳步推进；投资 32.3 亿
元的京煤集团滑浚2×35万千瓦热电联产
部分设备开始调试；波司登、静脉产业园、
长青生物质发电加快建设；傲宸服饰、三强
医疗投产达效……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和
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滑县扎实推进“六
稳”“六保”，把项目作为抓发展的第一抓
手，用大项目、好项目的落地见效，推动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积蓄高质量发展动
能。

聚焦主导产业，精心谋划项目。滑县
围绕食品加工、装备制造、纺织服装三大
主导产业，拉长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效
应。该县建立三年滚动投资储备项目
218个，总投资 238亿元，囊括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现代服务业、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新型城镇化、生态保护、社会事业等多个
领域。

明确目标方向，实现精准招商。该县
以“三大产业集群”为抓手，以“产业支撑、
龙头带动、集群配套、延链补链、协同发
展”为路径，紧盯国内外 500强、行业 100
强、上市企业及科技含量高的亿元以上企
业，探索资本招商、飞地招商、链式招商等
新模式。（下转第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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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归欣）9 月 27 日上
午，省长尹弘到许昌市襄城县河南平
宝煤业有限公司实地检查煤矿安全生
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扎实
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强
化制度建设、筑牢责任体系，全面提升
我省煤炭行业安全水平。

平宝煤业公司由平煤股份和上海
宝钢国际合资组建，该煤矿是典型的煤
与瓦斯突出矿井，今年5月率先成为我
省第一个智能化煤矿。尹弘十分关心
智能化改造后的井下安全生产情况和

作业环境，在调度指挥中心听取安全生
产情况汇报后，乘坐井下专用车深入矿
井检查。通过近 3000米的巷道后，尹
弘步行至井下深度 700多米的智能化
综采工作面，检查风险公告、避险路线、
安全设施，登上采煤机查看智能化煤炭
采掘的安全细节，询问作业流程和操作
规范，与正在工作的煤矿工人们握手交
流，并提前送上节日祝福。

历时2个小时的井下检查，尹弘边
走边问，边检查边叮嘱。他强调，要注
重发挥科技支撑作用，积极拓展5G技
术应用场景，因地制宜推进煤矿大型
装备的智能化改造，强化大数据、物联

网等新技术在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中
的深度应用，推进系统智能化升级改
造，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专业技术水
平。要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不断
加强工作人员安全操作培训，严格落
实领导带班值班制度，以更加科学有
效的制度规范提高安全生产意识和安
全生产技能水平。要织密补齐责任链
条，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要
求，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压紧压
实政府属地管理责任，切实把企业主
体责任摆在突出位置，强化职能部门
监管责任，着力提升煤炭行业安全水
平，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红线。③5

本报讯（记者 归欣 刘勰）9月 27
日，省长尹弘在郑州同华为公司副董
事长、轮值董事长徐直军一行举行会
谈，就河南与华为在数字经济等领域
拓展合作事宜进行深入交流。

尹 弘 对 徐 直 军 一 行 来 豫 参 加
2020数字经济峰会表示欢迎。他说，
河南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数据资
源，发展数字经济潜力巨大。近年来，
河南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持续扩大
高水平开放，大力推动传统产业升级
换代，积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以数字经济为重要内容的新经济，
转型发展态势良好。

尹弘表示，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下，河南内需优势更加彰显。

“十四五”时期，河南将加快产业结构
调整和创新驱动发展，通过 5G 技术
赋能，推动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发展，促进产业迭代，培育发展新
动能。华为公司是我国信息产业的
领军企业，技术优势突出，发展理念
与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向和目
标十分契合，双方合作的“黄河鲲鹏”
项目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希望
华为公司把河南作为产业布局的战
略支点，发挥技术、人才、管理等方面

的优势，依托现有项目带动培育新业
态新模式，不断提升省企战略合作关
系，努力取得更丰硕成果。河南将一
如既往为华为在豫发展提供良好环
境和优质服务。

徐直军介绍了企业的发展战略和
在豫项目进展情况，对河南积极推进

“黄河鲲鹏”项目给予赞赏，表示十分
看好河南发展态势，愿意创造更多机
会，充分发挥华为技术优势，积极拓展
合作空间，助力河南传统产业数字化
转型，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实
现互利共赢。

黄强、王新伟参加会谈。③4

尹弘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

压实责任提升煤炭行业安全水平

尹弘与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徐直军会谈

时间丈量出发展进度。今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回望“十三
五”，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带领全省人民担当作为、奋勇争先，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百姓生产生活发生可喜
变化，不断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本报今起开设专栏，将通过系列报道，展示“十三五”期间中原大地取得的亮点成就，体
现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讲好生动鲜活的河南故事、黄河故事、出彩
故事，敬请关注。③5

开栏的话

本报讯（记者 郭歌 李宗宽）9月
27 日，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
烈士遗骸乘专机抵达沈阳，机上共载
有 117 具烈士遗骸和 1368 件相关遗
物，其中，籍贯为洛阳孟津的烈士马
世贤也在长眠他乡 69 年后“魂归祖
国”。

根据中华英烈网显示，马世贤烈
士，男，生于 1927年，籍贯河南省洛阳
市孟津县。在1991年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孟津县志》里，马世贤的信息被
记录在革命烈士英名录中，籍贯为孟津

县朝阳乡（现为朝阳镇）向阳村，1950
年3月参加革命，1951年4月牺牲。

9月 26日，记者通过孟津县人武
部以及孟津县朝阳镇向阳村“两委”，
确认马世贤烈士为向阳村人。马世贤
烈士参军前成家，但没有留下子女，他
的两个侄子均已去世，侄子的后代在
向阳村生活。

“马世贤烈士牺牲 69 年了，家人
始终不知道他埋葬在哪儿，今天终于
找到了。”马世贤烈士的侄孙马万营
说，马世贤牺牲后，老爷（即马世贤的

父亲）马南方生前经常提起，啥时候能
把二儿子的遗骨找回来就好了。

“马世贤烈士是我的二爷，他 24
岁就在朝鲜战场牺牲，让人痛心，又让
我们感到骄傲。”马世贤烈士的侄孙马
万儒说，家里还保存有马世贤的烈士
证和烈属牌。

“马上就是中秋节了，二爷的遗骸
此次能回国，圆了我家几代人的心
愿。”马万营说，等二爷的遗骸安葬后，
他要带着家人前往墓地祭拜，将烈士
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③5

洛阳籍烈士马世贤“回家”

□本报记者 李虎成 代娟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新乡市坚
持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
生工程，立足激发贫困地区发展内生
动力，以太行山区、黄河滩区为重点，

整合各类扶贫资源，凝聚各种扶贫力
量，探索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举全
市之力、聚全市之能克难攻坚，贫困群
众累计脱贫7.46万户 26.57万人，贫困
村累计退出 511 个，贫困地区生产生
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群众满意度明
显提升。

“一山”“一滩”，小康梦圆

秋高气爽，位于太行深山区的辉
县沙窑乡金牛寺村村民张秀兰家的农

家乐“金牛小院”，客源不断。“金牛小
院”有 40张床位，年收入七八万元不
成问题。如今，围绕着新乡市规划建
设的南太行旅游度假区，特别是新规
划建设的旅游环线公路，越来越多的
山区百姓开始走上致富路。

黄河滩区工业薄弱，农业不强，群
众守着“母亲河”过穷日子。在封丘、
原阳、长垣等地，滩区贫困群众逐步搬
进配套齐全的住宅新区，在产业园里
就近就业。

（下转第十三版）

新
乡减贫不忘防贫 聚力同奔小康

省辖市脱贫攻坚工作扫描

详见09~11│特刊

青山忠骨
英雄归来

中韩交接第七批在韩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本报记者 栾姗

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
从2018数字经济峰会暨5G重大技术展

示与交流会的蹒跚起步，到2019数字经济峰会
暨河南智能产业生态建设国际交流会的万众瞩
目，再到2020数字经济峰会暨黄河鲲鹏生态发
展大会的硕果飘香，每年峰会主题在变，核心思
想不变，“数字河南”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2018年 10月 18日，郑州智慧岛。5G像
一把“金钥匙”，打开“数字河南”的大门。信
息通信技术的三大基本力量——宽带、移动
性和“云”正在迅速重塑价值链，实现商用模
式的数字化，并创造过去无法想象的更多可
能，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智能家居、虚拟现实
等新科技深度融入生活。

2019年 9月 25日，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生态”这个词汇在中原大地得到创新，海康
威视、华为、阿里巴巴、诺基亚等一批数字经
济智能产业合作项目、智能技术创新机构、智
能产业发展平台签约落地。“产业跟人走，人
跟生态走”，国内外数字行业精英和领军企业
集聚河南，带来技术、资金和项目“大礼包”。

2020年 9月 28日，郑州黄河迎宾馆，大
幕开启。河南在生态
伙伴的鼎力支持下，
面向未来布局计算
产业，软件生态、
硬件制造、人才培
养、政务应用、
产 业 集 聚 等
系统谋划，

黄河鲲鹏生态从无到有，迅速成长，成为参与
鲲鹏计算产业生态的国内标杆和样板。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河
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纲要》对发展数字经济作出了重要部署。历
届数字峰会上，嘉宾们谈论最多的是数据，构
想最多的是未来。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和积
淀，“数字河南”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
而是渗透在河南社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中。

在田间地头，水稻的生长情况实时“上
网”，消费者通过微信看中了某一区域的稻田，
即可线上下单；在生产车间，工业互联网使得
宇通、中信重工、森源电气的生产线变得更“聪
明”、更高效；在繁华城市，一部手机就能走遍
全城，公共停车位实现“无感停车”。数字技术
协助百业千行改造业务流程、提升工作效率。

当由一个个“0”与“1”构成的数字世界，
以实物实景的应用呈现出来时，无论是数字
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还是数字城市化，都让人
们看到了数字背后的魅力。腾讯研究院发布
的《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20）》显示：河南在
数字中国总指数省级排名中居全国第 7位，
指数规模51.6，居中部省份首位。

今天，就让我们将目光再次聚焦黄河岸边，
“数字河南”的进阶步伐，铿锵有力：共赢鲲鹏

计算新时代。透过峰会窗口，感受新经
济脉搏——如滔滔黄河

势不可当，数字经
济正以奔流之
势，激活河南高
质量发展新动
能。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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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这样走过

郑州市北环路如意西路站郑州市北环路如意西路站，，
55GG自动驾驶公交正在运行自动驾驶公交正在运行。。⑨⑨33
刘絮刘絮 摄摄

99 月月 2727 日日，，
在韩国仁川国际在韩国仁川国际
机场机场，，中方礼兵中方礼兵
护送志愿军烈士护送志愿军烈士
遗骸上飞机遗骸上飞机。。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用创新突破重围
详见02│特刊

2020中国500强
企业高峰论坛
在郑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