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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短新闻大赛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信阳上天梯，亚洲“第一矿”。
11月 4日下午，先后走进信阳上

天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矿区和河
南金辉矿业的生产车间，参加信阳第
八次书记市长企业家恳谈日活动的领
导们都兴奋了起来：

矿区内外风清气爽、应绿尽绿，花
园式厂区花红树绿，以往天空烟尘弥
漫、地上万物尽白的景象全然不见，燃
煤锅炉都换成了使用清洁能源的电炉
或天然气炉，以前的珍珠岩、膨润土、
沸石等原始低端矿产品，都被玻化微
珠无机保温砂浆、冶金球团、复合高黏
黏结剂、钢丝网架膨胀珍珠岩防水保

温一体板、轻质抹灰石膏砂浆等创新
产品取代。

座谈会上，企业家们的发言揭开
了谜团：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响以来，
上天梯非金属矿管理区坚持“建设
绿色矿山”理念，把生态和矿权视为
产业生命线，把科研和创新当作企业
生存根本，全面推动建设绿色建材产
业园区、矿物功能材料产业园和被动
式建筑特色小镇，才让原来的矿山

变了样。
上天梯已探明非金属矿总储量居

“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经过近 40年
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新型节能建材
和矿物功能材料为主的主导产业。然
而面对不断调整优化的能源结构和产
业结构，上天梯的产业发展面临着诸
多亟待解决的困难。

“必须坚持走转型升级绿色发展
之路。”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信阳市
委书记乔新江语轻意重：“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动绿色发
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央关于
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中也特别强调要

‘发展绿色建筑’，这些都为我们指明
了方向。”

“顶着‘世界矿都’的桂冠，就一定
要站在非金属矿产品科研和创新的前
沿。”信阳市市长尚朝阳感慨地说，“要
千方百计通过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引
来专家团队，建好科研平台，招来科技
企业，拉长产业链条。”

“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绿色矿山，
产业和空间规划都要朝着这个方向
走。”刚参加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回
来的信阳市常务副市长蔡松涛激动地
说，“污染严重、效能低下、产品落后的
要坚决关停，科技含量高、创新能力
强、产品受欢迎的，要坚决支持、大胆
扶持、全力解难。各职能部门要限时
解决问题，切实帮助企业排忧解难上
台阶。”

……
企业发言直奔主题，意见建议坦

诚中肯；领导讲话不避矛盾，解决问题
着眼长远。对于企业家们提出的新产
品入市、科技创新奖补、产业扶持、安
全生产期衔接、融资困难、交通物流制
约等具体问题，相关单位负责人都一
一回应解决。

在珍珠岩行业打拼30多年的周道
能、尹祖业兴奋地说：“这个恳谈会开
得太好了，不仅为企业解了燃眉之急，
更厘清了产业发展方向，绿色上天梯，
方成‘上天梯’啊！”③4

本报讯（记者 宋敏）11月 11日，记
者从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获悉，辉县市
南寨镇北岸泉村近日经核查符合脱贫
退出条件，至此，该公司定点帮扶的203
个贫困村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按照省委组织部统一部署，省电力
公司承担了全省 203 个贫困村的定点
帮扶任务。该公司高度重视，择优选派
256名第一书记（包括换岗）、577名队
员开展驻村帮扶。该公司依托省扶贫
开发协会平台，集中实施扶贫资金捐
赠，2016 年以来累计向定点帮扶村捐
赠资金 6305 万元，帮助贫困村引进和
扶持扶贫产业 500余项，打造了嵩县黄
庄乡三合村“手绘小镇”、南召县皇后乡
娘娘庙村“娘娘玉兰”等产业扶贫品
牌。消费扶贫方面，该公司 2018 年以
来组织购买贫困地区农产品价值 2500
余万元。

北岸泉村位于太行深山区，属于典
型的“三山一滩”贫困村。自 2017年 5
月承担该村定点帮扶任务以来，省电力
公司积极完善村内基础设施，投资 115
万元改造电网，筹集捐赠资金 10万元、
专项资金 112 万元完成村委会以及村
内路、水、网等设施建设，村庄面貌大为
改观；通过推广光伏产业、成立村集体
企业、特色农产品推广等方式，助力村
民增收，并完成易地扶贫搬迁 82 户。
目前，北岸泉村贫困发生率由帮扶入驻
时的 70.7%降至零，人均年收入由帮扶
入驻时的 2000 元增至 10100 元，村集
体年收入由帮扶入驻时的 0元稳步增
至11万元以上。

5年来，省电力公司累计帮助定点
帮扶村5.1万人脱贫，被授予河南省驻村
第一书记选派工作先进单位，连续两年
在全省“定点扶贫考核”中获得“好”的等
次。下一步，该公司将坚持脱贫不脱政
策，继续抓好产业项目促进群众增收，有
效利用电力系统“惠农帮”平台和消费扶
贫增强带贫效果，提升村集体增收水平，
巩固脱贫质量，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的有效衔接。③5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交出扶贫成绩单

203个定点帮扶贫困村全部“摘帽”

绿色上天梯，方成“上天梯”

这个恳谈会开得太好了，
不仅为企业解了燃眉之
急，更厘清了产业发展方
向，绿色上天梯，方成‘上
天梯’啊！

▲11月 4日，国网宁陵县供电公司带
电作业班人员在 10千伏酒政线 45号杆，
更换户外高压真空断路器，及时消除电网
安全隐患。⑨3 张红梅 摄

▶近日，柘城县供电公
司组织工作人员对胡襄镇西
街“煤改电”工程加快施工进
度，确保居民冬季取暖安全
用电。⑨3 周志昆 摄

◀近日，国网台前县供电公司结合帮
扶村实际情况，充分发挥电力行业优势，
入户走访检修电路，提高帮扶村的供电保
障能力。⑨3 孙阳阳 摄

本报讯（记者 刘晓波 尹江勇）
11月 11日，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高新
技术成果交易会（以下简称“高交会”）
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出彩河南”的
创新元素闪耀亮相。

在 华 为 城 市 智 能 体 展 台 ，
“Huanghe”牌服务器吸引了很多与会
嘉宾。从选址、建厂到投产仅用了 58
天，基于华为鲲鹏构架的首条黄河鲲
鹏服务器和台式机生产线在许昌投产
暨首批产品交付，刷新了河南实体企
业落地的最快纪录。“黄河鲲鹏服务器
受到客户追捧，一方面是因为现在金
融、政府部门对信息安全的要求很高，
黄河鲲鹏服务器实现了自主创新；另
一方面是因为该服务器算力等性能指
标优于同行业其他产品。”相关讲解人
员告诉记者。

在9号展厅，国内各省区市的综合
形象展区也向全球宾朋揭开面纱。各
省区市纷纷亮出看家本领，向往来客
商展示自家特色。河南综合形象展区
运用LED屏幕和展板等载体，以视频、
文字、图片相结合的形式，重点展示了
全省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

“我们从鱼油废液中提取的高纯度
胆固醇，可用于合成维生素D3，也可广泛
应用于化妆品、液晶材料等领域。”省科学
院高新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余学军介绍，
传统方法提取胆固醇多是从动物内脏中

提取，容易传染疾病，而且提纯技术复杂、
产品纯度低，从鱼油废液中提取胆固醇，
工艺先进、纯度高，提纯后剩下的杂质可
用于生产饲料添加剂或生物柴油，真正
实现了对鱼油废液的“吃干榨净”。

“我们是高交会的常客，每年都会
带几十项应用成果来参展。省科学院
在新技术开发和材料应用上有优势，
比如这次力推的从鱼油废液中提取胆
固醇和电池阻燃剂等成果在行业内都
处于领先水平。”省科学院产业发展处
处长张义东这次特意带了30多位科研
人员参会，“高交会是科技成果转化和
洞察前沿科技的窗口，我们的科研成
果不能只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科研
人员要多出来开眼界、交朋友。”

我省高校也组团参展。郑州大学
研发的农药残留检测卡将检测时间从
40至 60分钟缩短到5至 10分钟，只需
要简单加一滴检测液，就能快速检测
食品中的农药残留，保障“舌尖上的安
全”。BGA焊球为芯片封装关键材料，
河南科技大学开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BGA焊球，对突破芯片“卡脖子”
技术，实现国产替代起到推动作用。

据了解，本届高交会以“科技改变
生活，创新驱动发展”为主题，总展览
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有3300多家海
内外参展商、逾万个项目参展，各项活
动将超过140场。③8

“Huanghe”牌服务器、农药残留检测卡、芯片封装关键材料BGA焊球……

“河南智造”亮相高交会

河南综合形象展区吸引很多与会者参观。⑨3 本报记者 刘晓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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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11 月 10
日，记者获悉，省污染防治攻坚办近日
印发有关实施意见提出：从2020年开
始，用3年时间，基本完成全省具备条
件地区的食用菌生产企业（单个年生
产规模 100万棒以上）“双改”工作。
省级财政对灭菌环节使用的锅炉和灭
菌柜分别给予购置资金25%的奖补。

我省作为食用菌生产大省，食用
菌生产过程中灭菌环节散煤污染问
题一直是全省大气污染治理的短板
弱项。在确保菇农利益不受损、产业
发展不萎缩、产品质量不降低、替代
措施可持续的前提下，坚持因地制
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稳步推进，
推进“双改”，即食用菌灭菌环节使用
散煤改为电力或天然气。

按照实施意见，2020年汝阳、嵩
县、鲁山、卢氏、灵宝、西峡、泌阳 7个

县（市）完成建成区内以及周边食用
菌生产企业“双改”任务的60%以上，
其他县（市、区）开展“双改”工作；
2021年上述 7个县（市）完成辖区内
全部“双改”任务；2022 年全省具备
改造条件地区的食用菌生产企业基
本完成“双改”工作，非规模化散户逐
步退出。

通过大力推动食用菌企业“双
改”工作，削减散煤用量，推动新旧能
源转换，促使食用菌产业升级，实现
我省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和食用菌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双赢”。

为确保完成食用菌企业“双改”
任务，省污染防治攻坚办会同省发展
改革委、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等
单位，加大能源、资金、土地、技术、政
策等支持力度。

根据我省有关支持政策，对列入
3年计划中完成“双改”任务并验收合
格的食用菌生产企业，省级财政对灭
菌环节使用的锅炉和灭菌柜分别给
予购置资金25%的奖补，其中每个锅
炉和灭菌柜均不高于6万元。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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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补25%！
河南支持食用菌企业散煤“双改”

11 月 11 日，2020 年河南省 U17 足球锦标赛在南阳市体育场揭开战
幕。当天上午，男子组安阳队与许昌队进行了激战，该比赛由河南省体育局主
办，是我省青少年年度足球项目最高水平的比赛。⑨3 高嵩 摄

新华社香港 11月 11 日电 香港
特区政府 11日宣布，根据全国人大
常委会有关决定，原定于 2020 年 9
月 6日举行的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
会选举提名期间，被香港特区依法裁
定提名无效的杨岳桥、郭荣铿、郭家
麒、梁继昌 4名第六届立法会议员，
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

特区政府稍后会将全国人大常
委会的决定刊宪。

全国人大常委会 11日就香港特
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作出如下决
定：一、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
因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
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寻求
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
政区事务，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
全等行为，不符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

要求和条件，一经依法认定，即时丧
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

二 、本 决 定 适 用 于 在 原 定 于
2020 年 9月 6日举行的香港特别行
政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提名期间，因
上述情形被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裁
定提名无效的第六届立法会议员。
今后参选或者出任立法会议员的，如
遇有上述情形，均适用本决定。

三、依据上述规定丧失立法会议员
资格的，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宣布。

杨岳桥、郭荣铿、郭家麒、梁继昌为
香港特区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因不符合
《立法会条例》规定，7月30日被香港特
区政府选举事务处负责香港特区第七
届立法会选举的选举主任裁定其提名
资格无效。根据《立法会条例》，立法
会选举参选人须按照法定提名程序签
署声明，明确表示拥护基本法和保证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了
《国务院关于提请就香港特别行政
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作出决定的
议案》。上述议案是应香港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的请求而提出的。会
议认为，为了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
国两制”方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香港长期
繁荣稳定，必须确保香港特别行政
区有关公职人员包括立法会议员符
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
件。为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同意国务院 2020 年 11 月 7
日提出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
第六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
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有关规定以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
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
职责的决定》，作出如下决定：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
员，因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
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
寻求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
别行政区事务，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国
家安全等行为，不符合拥护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法定要求和条件，一经依法认定，即
时丧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

二 、本 决 定 适 用 于 在 原 定 于
2020 年 9月 6日举行的香港特别行
政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提名期间，因
上述情形被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裁
定提名无效的第六届立法会议员。

今后参选或者出任立法会议员
的，如遇有上述情形，均适用本决定。

三、依据上述规定丧失立法会议
员资格的，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宣
布。 （新华社北京11月 11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
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

（2020年 11月 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香港特区政府宣布4名反对派
立法会议员丧失议员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