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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石可欣

今年的中秋节，对于龙龙(化名)
一 家 来 说 ，是 个 真 正 的 团 圆 节 。
1998 年，年仅 4 岁的龙龙被拐，20
多年后，在宝贝回家公益组织志愿
者杜向阳的帮助下，龙龙终于和家
人团聚了。

杜向阳已经帮人寻亲近 10 年
了，他牵头的寻人案例有 200多个，
成功帮 43 人找到亲人。他有着许
多亮眼的“头衔”：“感动中原”候选
人、“河南好人”……

在洛阳，像杜向阳一样的“好
人”还有很多，他们当中有不少“最
美洛阳人”。带领我国石油石化行
业从基础薄弱走向世界领先的中国
科学院院士陈俊武；带领山区群众

脱贫致富，创造了全国乡村旅游发
展“重渡沟现象”的马海明；坚持为
环卫工人、空巢老人、残障人士、农
民工等提供免费爱心粥的洛阳市涧
西区爱心粥志愿团……这些“最美
洛阳人”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在河洛大地传递正能量。

2013年以来，洛阳市持续开展
“最美洛阳人”学习宣传活动，推出
了 800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基层先
进典型，其中 42人被授予“时代楷
模”“最美奋斗者”“中国好人”等荣
誉称号。

他们当中，既有知名的科学家、
援非的医生、技艺精湛的大国工匠、
驻扎乡村的第一书记，也有坚持创
业致富的普通农民、坚守深山几十
年的乡村教师、返乡创业的山村青
年，普通民众占95%以上。

洛阳市通过举办“最美洛阳人”
年度十大人物评选、“最美洛阳人”

专题宣讲报告会，出版发行《最美洛
阳人》宣传册，推出微电影《焦裕
禄》、豫剧《马海明》、纪实文学《生命
的动能：杨奎烈故事》等文艺作品，
拍摄“时代楷模”陈俊武系列微视频
等多种形式宣传“最美”，凝聚正能
量。

“最美洛阳人”的名字家喻户
晓，他们的故事不仅深入群众心中，
而且广为传颂。中信重工焦裕禄讲
解队、河科大一附院抗击新冠肺炎
青年突击队等先进个人和集体的事
迹荣登“学习强国”全国学习平台。

洛阳市委先后十多次下发学习
决定，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向马
海明、张书军、陈俊武等先进典型学
习，并将其作为必学内容，纳入“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过
程。

在火热的学习活动中，洛阳市
涌现出了一大批马海明式的好干

部，栾川县潭头镇拨云岭村党支部
书记杨来法带领班子成员修公路，
带领村民种烟叶、种核桃、发展乡村
旅游，使该村的产业化水平在全县
名列前茅；嵩县黄庄乡三合村返乡
创业青年冯亚珂，靠着家乡山清水
秀好风景，建设“手绘小镇”、发展

“写生经济”，带领全村脱了贫、走上
了发展路……他们为乡村振兴提供
着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如今，在洛阳，人人争当“最
美”。“最美洛阳人”已经成为一种社
会现象，浓缩着河洛儿女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精神高地的
孜孜追求。

“我们将始终以《新时代公民道
德实施纲要》为工作遵循，持续提升
公民道德素质水平，持续弘扬正能
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花开
遍河洛大地。”洛阳市委宣传部相关
负责人说。③8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11 月 2日，在
长葛市大周产业集聚区，百菲萨电
炉不锈钢除尘灰项目建设工地，施
工机械轰鸣，一栋栋生产车间的基
础框架拔地而起。这个中德合作项
目从前期考察、正式签约到开工建
设，用时 220天，成为德国百菲萨集
团在中国落地速度最快的项目，创
造了对德合作的“中原速度”。

德国百菲萨集团是为全球工业
废物的资源化处置提供解决方案的

“巨无霸”企业。此次他们投资 3.5
亿元实施的电炉不锈钢除尘灰项
目，采用德国先进的威尔兹回转窑
生产工艺，建成后将形成年处理 11
万吨电炉除尘灰、年产 4 万吨氧化
锌粉的生产能力，预计每年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4亿元、利税2000万元，

推动大周镇的再生金属产业链做优
做强。

“正是看中了许昌特别是长葛
优良的营商环境，百菲萨正在洽谈
落地许昌的第二个节能环保产业
项目，计划投资额达到 10 亿元。”
百菲萨（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
理付晓说。

“今年以来，虽然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的冲击，但我们采取线上洽谈、

‘云端’对接、不见面审批等多种方
式，推进对德合作项目的力度不减，
前10个月签约项目26个、落地项目
16个。”许昌市商务局局长张巍巍表
示，对德合作让不少企业增强了内
生动力，实现了“德国质量”与“许昌
速度”的完美结合。

“以前的生产线需要100多人流
水作业，现在 5个人就能轻松操控，

加工 0.3 毫米厚的不锈钢卷材能实
现一次成型。”河南晟丰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庞国伟介绍，他们引入德
国西门子TDC智能化轧钢系统和德
国西马克公司技术，建成了全省智
能化程度最高的不锈钢冷轧生产
线，已投产的一期项目去年为该公
司增加收入4亿元。

世界 500强企业德国汉高集团
与许昌金汇集团开展无硝酸酸洗和
新型酸回收技术合作，实现酸洗过
程中的自动化循环利用，每年可为
金汇集团降低生产成本近千万元；
全球知名的资源再生及环境服务企
业德国欧绿宝集团投资 3.5亿元，在
魏都区静脉产业园建设餐厨垃圾处
理 项 目 ，让 餐 厨 垃 圾“ 变 废 为
宝”……如今，许昌成为全省首个对
德合作签约项目总数突破百个的城

市，签约项目 123 个，落地项目 56
个，均居全省第一位。

借助全省首个中德中小企业合
作区落户许昌的契机，许昌市立足
自身产业基础和发展需求，成立了
对德（欧）交流合作服务中心，建设
总面积37平方公里的中德（许昌）产
业园，布局先进制造业、新一代信息
技术、新材料和节能环保等 4 大产
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对德合作为我们引进先进技
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提供了
重要平台，为许昌建设‘智造之都’
提供了新引擎、新动力。”许昌市委
书记胡五岳说，许昌将按照每年“签
约 20个项目、落地 20个项目”的目
标，加快形成全方位、多领域的对德
合作格局，为中西部地区推进中德
企业合作创造更多鲜活经验。③5

许昌对德合作“催动”产业升级
签约项目123个，落地项目56个，均居全省首位

本报讯（记者 杨凌）11月 2日，记
者从郑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
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景观工
程初步设计已获批复，概算总投资
85581万元。

据了解，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项目景观工程，将以大片原始地貌
水系模拟展示史前时期大河村所处地
域环境，种植大河村出土史前作物及
历史作物，展示史前黄河流域农耕文
化，营造大河村遗址历史景观氛围。
作为郑州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建设黄河文化主

地标城市的重点项目，大河村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项目后续还将实施遗址博
物馆等工程。

大河村遗址位于郑州市东北部，
是一处包含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及
夏、商四种考古学文化的大型古代聚
落遗址，距今 6800年至 3500年，面积
逾 40万平方米。大河村遗址出土了
目前国内同时期保存最为完好的房屋
建筑基址，其“木骨整塑”泥墙的建筑
工艺和平地起建的建筑方法，奠定了
中国古代建筑尤其是传统民居的基本
形制。③6

本报讯（记者 陈辉 实习生 尚怡
菲）11月 2日，记者从省工信厅获悉，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了 2020 年
度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
基地名单，授予 117家基地“国家小型
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称号，
河南有 4家基地榜上有名。

我省入选的 4家基地分别是尚合
创业孵化基地、洛阳中科科技园小型
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洛阳信息科
技城、内乡县电商创业科技孵化园。
4家基地入选后，全省“国家小型微型
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达到 11家。

根据要求，入选的示范基地要不

断优化中小企业创业创新环境，改善
设施和条件，吸引创新型中小企业集
聚发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服务
和运营模式，建立健全服务制度，完
善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效率，着力提
供专业化、个性化服务；主动开展公
益性服务，加强与其他小型微型企业
创业创新基地的交流学习，充分发挥
示范带动作用。示范基地有效期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委托第三方
机构组织专家对示范基地进行年度
抽查测评，测评不合格的将被撤销示
范基地称号。③8

本报讯（记者 杨凌）11 月 2 日，
记者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获悉，郑州临空生物医药园入园企
业——鸿运华宁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研
发的全球首个治疗肺动脉高压的抗体
新药 GMA301 日前在北京协和医院
完 成 中 国 首 例 患 者 给 药 ，开 启
GMA301国际多中心 Ib期临床试验。

据悉，GMA301 是由鸿运华宁
自主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靶向内皮素受体的抗体药物，拟用于
肺动脉高压的治疗。该药物已获美
国孤儿药资质，入选国家“十三五”重
大新药创制专项。已完成的 Ia期临床
试验显示，GMA301半衰期长达 500
至 570 小时，单次给药 75至 1000mg
未见明显毒性反应。Ib期临床试验主

要评估该新药在肺动脉高压患者中的
疗效，并进行药物代谢动力学的随机、
双盲、安慰剂对照、剂量递增临床试
验，从而验证不同剂量多次给药的安
全性。试验在中国和美国多家知名
医院的临床研究中心进行，中国的牵
头研究单位为北京协和医院，全球牵
头研究者为肺血管病领域的知名专家
荆志成教授和美国的 Dr. Raymond
Benza。

根据计划，鸿运华宁将在航空港
实验区实现多个国际领先、具有突破
性疗效的 I类抗体创新药的生产与销
售，2022 年首先实现 GMA301 的规
模化生产和上市销售，此后随着其他
产品陆续投产，预计 2025年实现产值
100亿元以上。③8

2020年度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公布

我省4家基地入选

郑州将建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鸿运华宁研发抗体新药完成
中国首例患者给药

“最美洛阳人”传递河洛正能量

11月 2日，灵宝市金蕾幼儿园大班组、小班组联合举行花样篮球展示活动，
800余名小朋友和家长一起度过欢乐时光。⑨3 张雨义 摄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代娟 通
讯员 郭广威）11月2日，在位于封丘
县李庄镇铜瓦厢产业园内的河南亿
德隆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车间内，35
岁的姚美霞正手拿螺丝刀，熟练地将
一堆零碎件组装成汽车手扶箱配件。

“上下班时间不卡点，全计件。
到点儿接孩子、回家做饭。每月平均
工资 3000多块，知足啦！”姚美霞笑
着对记者说。姚美霞是李庄镇朱寨
村人，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过去仅靠
丈夫外出打零工维持生活。“老村条
件太差，工作生活都很不方便，早就
盼着搬进新区。好在月底就要搬家
了，到时候孩子们上学也会转过来。”

未搬家、先就业的姚美霞，是李
庄镇实施的黄河滩区 4万余群众整
体迁建的第三批。该镇始终坚持

“政府主导、群众自愿，科学规划、分
批迁建，整村搬迁、集中安置，统筹
实施、注重实效”的原则，继 2016年
第一批、2019年第二批共10个滩区
村群众顺利搬迁后，包括朱寨在内的
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8个行政村，目
前已进入选房后的装修阶段，本月
底即可搬迁入住。至此，全镇 18个
滩区村、11418户、4.01万人即将全
部完成搬迁。

2017 年 5月，李克强总理在封
丘李庄考察时特别关心黄河滩区群
众搬迁安置工作。几年来，李庄镇
一边迁建，一边促进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既让群众致富有路，也巩固困
难群众脱贫成效。目前，李庄镇工
业区内已入驻企业 13家，安置像姚
美霞这样的滩区群众 1000 多人就

近就业。该镇还流转土地1万余亩，
发展油菜、金银花、葡萄、花椒等“一
村一业、一村一品”，积极发展农产
品深加工项目，并激发群众创业热
情，扩大群众灵活就业，今年全镇工
业税收预计突破2000万元。

从村到社区，从堤内到堤外，是
滩区群众的梦想。如何让乡村管理
职能适应城市社区管理模式？李庄
镇深化“联户代表制度”、“单元长、
楼道长、片区长”制度、网格化管理、

“文明卫生户”评选、“平安文明卫生
示范小区”创建等工作，正在打造

“智慧新区”“平安新区”“文明新
区”。同时，充分调动全镇群众的积
极性，形成了“大事一起干、事事有
人管、好坏大家判”的基层社会治理
新格局，探索出一套适合李庄发展

的社会治理模式。
“我们不仅在脱贫攻坚的收官

之年完成全镇所有迁建工作，更为
乡村振兴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铆足了劲儿。”李庄镇党委
书记陈明对记者说，该镇依托铜瓦
厢决口处这一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
和自然风貌，正与黄河勘测规划设
计研究院联合规划，拟将“黄河最后
一道大拐弯”“铜瓦厢历史”“贯台渡
口”打造成李庄镇的一张乡村旅游
名片。同时，重点建设“黄河大堤生
态带”和“控导工程连接线（穿滩公
路）生态产业带”，推进“黄河牧场”
和铜瓦厢展览馆建设，昔日的穷滩
区将打造成“看得见青山绿水、闻得
到鸟语花香、吃得到放心蔬菜、赚得
到绿色经济”的“乡村花园”。③6

4万人分三批搬出黄河滩区

封丘李庄镇整体迁建月底完成

杯

现场短新闻大赛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高艺菡

讲脱贫之道，论创新之径，话振兴
之路……11月 2日，焦作市第八期乡
镇党委书记论坛在修武县西村乡大南
坡村举行。全市100余名乡镇党委书
记齐聚一堂，围绕“如何发动群众，提
升群众工作能力”这一主题学习交流，
进一步提升群众工作能力，当好乡村
振兴“领头雁”。

大南坡村刚刚摘掉省级深度贫
困帽，一年来通过开展“还权、赋能、
归位”等乡村营造工作，构建起共建
共治共享的大格局，乡村面貌焕然一
新。

10月 15日，焦作市委书记王小平
来到修武调研乡村振兴和院（校）地科
技合作工作时，走进大南坡村，当详细
了解情况后，为该村的做法点赞，并向
全 市 基 层 干 部 布 置 一 篇“ 命 题 作
文”——“如何发动群众，提升群众工
作能力”。

在论坛上，成都奇村文化创意有

限公司总经理、大南坡村乡村营造顾
问陈奇，以大南坡村为例，从实现“人
的振兴”入手，为乡镇党委书记们上了
生动一课。

有聆听，有思考，有互动。乡镇党
委书记们踊跃提问题、谈体会。

“我们‘老家莫沟’想打造一条小
吃街，可群众发展产业的积极性不高，
怎么办？”孟州市西虢镇党委书记吴毅
发问。

“引入示范企业、集体经济项目，
通过示范引领，带动发展群众产业。
同时，要注重把控业态发展品质，决不
能让群众投冤枉钱。”陈奇回答。

论坛交流环节，各乡镇党委书记
谈体会、话心得。

“打好‘群众牌’。紧紧依靠广大
群众，就没有迈不过的坎儿。”温县番
田镇党委书记杨照辉说，“我们有一条
16 年修不到头的断头路，村民意见
大，咋办？发动群众！我们组织县乡
人大代表、镇机关干部和群众代表集
体研判，现场办公，当场动工，第二天
就把路修好了。”

论坛不单是坐而论道，还展开现
场教学。乡镇党委书记们先后走进大
南坡村级公共建筑、七贤镇沙墙村党
建综合体和叠彩洞精神党性教育馆参
观学习。③6

大南坡里话“振兴”

11月 2日，国道207焦温快速通道（西环路）项目沁河特大桥施工现场，中铁七局一公司架桥机在吊装箱梁。国道207焦温快速通道（西环路）是贯穿
焦作市南北的3条重要城市道路之一，预计年底可全线通车。⑨3 刘金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