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11月 8日，国
家智能清洁能源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能力发布会在焦作
市武陟县举行。该中心由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控股、黄河交通学院参股。它的亮相，标志着我省有了首
个国家级汽车检测中心，结束了我省无国家级一类汽车检
测机构的历史。

9月29日，国家智能清洁能源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河南凯瑞车辆检测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凯
瑞”），获得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检验检测
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河南凯瑞副总经理张鹏介绍，作为河南省首个国家级汽
车检测中心，公司拥有满足国家强制性标准和ECE法规测试
评价要求的整车试验室、排放试验室、安全试验室、EMC试验
室、部件试验室，具备常规车辆、营运车辆、清洁能源汽车和智
能网联汽车的检测认证与测试评价能力。该公司除有效服务
本地汽车企业外，还将辐射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湖北和湖
南等地，形成“立足河南、服务华中、面向全国”的产业格局。

“国家智能清洁能源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作为河南省
首家集汽车研发、法规测试评价和认证于一体的国家级平台，
有效填补了华中地区特别是河南省汽车研发、法规测试评价
及认证一体化能力的空白，将为郑州大都市区汽车技术及产
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武陟县相关负责人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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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州“结对认亲”放飞学子梦想

“出彩焦作”助力河南更精彩
——焦作赴沪参加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侧记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中国上海，黄埔江畔。11月 4日，第三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
会”）拉开帷幕，如期绽放的“四叶草”，再次
拥抱如约而至的全球宾客。

对进博会这一全球顶尖的开放平台和
贸易创举，焦作市委、市政府精心筹备、积
极参与、主动作为，吸引外来投资、拓展合
作领域、助力产业转型、推动消费升级，展
示了怀川大地坚定的开放决心和磅礴的开
放力量。

河南“老字号”亮相进博会

本届进博会增设了“综合形象”展示区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老字号”“国家
级步行街”等展示专区，加强中国和世界的
文化交流。

我省共有 3 家代表性企业以“厚重河
南”为主题在河南展区进行展览展示。其
中，焦作两家“河南老字号”企业——焦作
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怀山堂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传承人现场展示了

“金谷轩绞胎瓷”“怀山堂怀山药粉”的文化
历史和独特技艺。

“绞胎瓷烧制工艺在北宋末年失传，新
中国成立后，才逐渐得到恢复、传承和发
展。”金谷轩绞胎瓷董事长李红霞拿着眼前
的瓶瓶罐罐介绍，所谓绞胎，就是将两种或
两种以上不同颜色的瓷土糅合在一起，然
后相绞拉坯成形，浇一层透明釉，再烧制而
成。绞胎瓷表里如一，一胎一面。

参加进博会的省政府主要领导在绞胎

瓷展区驻足欣赏中华龙、丝绸之路、孔雀开
屏等代表性作品，了解绞胎瓷制作工艺，对
失传近千年重新问世、表里如一的“瓷中君
子”赞叹不已，感谢大家精心组织参加展览
展示，助力“让河南出彩”。

怀山堂作为河南老字号品牌和中国自
主品牌，携国家级非遗项目怀山药古法炮
制技艺和四季食养产品，向世界展示怀药
的厚重历史文化，传播四季食养现代健康
生活理念。

“借助进博会舞台，怀山堂向世界展示怀
药文化及怀药健康新理念、新产品，让天赐怀

川的道地物种更好地回馈人类。”怀山堂第八
代传承人康明轩说，未来，怀山堂将不断丰富
产品线，打造全家人的四季食养方案，真正让
怀山药走向世界，服务天下人健康。

焦作“出彩”河南交易团

11 月 6日，第三届进博会河南交易团
采购需求发布暨现场签约会在上海举行，
我省企业与境外客商共达成98个贸易合作
合同，总金额 373亿元，涵盖了高端装备制
造、原油、矿产品、医疗器械、日用消费品等
多个领域。

来自焦作的 5家企业集中与境外客商
签约 5个项目，签约总金额 70.02 亿元，居
我省省辖市第一位。其中，伊赛牛肉与巴
西福莱格食品公司签约牛肉进口项目，金
额为60亿元，单个项目居全省第一位。

此外，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与泰国联
益橡胶集团签约天然橡胶进口项目，金额为
3.78亿元；隆丰皮草企业有限公司与德瑞皮
化有限公司签约供料自动化系统及皮革专用
化料项目，金额为3.04亿元；河南江河纸业股
份有限公司与巴西金鱼浆纸公司签约木浆进
口项目，金额为2.1亿元；中内凯思汽车新动
力系统有限公司与德国凯斯集团签约钢质活
塞生产线设备进口项目，金额为1.1亿元。

焦作市市长徐衣显会见与会签约客商
时表示，希望合作双方抓住进博会重大机
遇，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建立长效机制，
共促双方合作发展不断实现新突破、取得
新成果。

“通过前两次参会，风神轮胎借助进博
会洽谈之机，加强了与境外天然橡胶供应
商的合作。本届进博会，企业进一步扩展
了进口天然橡胶方面的成交意向规模。”风
神轮胎天然橡胶采购业务相关负责人说。

11月 5日至6日，利用在沪参加进博会
的机会，徐衣显率队到交通银行总部、上海
汉钟精机、中骏集团、美年大健康、国电投能
源科技公司等企业考察对接合作项目，为扩
大对外开放“朋友圈”注入振兴新活力。

“借助进博会投资促进平台作用和溢
出带动效应，积极开展精准有效的外商投
资项目对接，更好地宣传焦作、推介焦作，
争取吸引新一批高能级外资项目落地。”焦
作市商务局局长李坤承说。8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贾黎明

“尊敬的卢书记您好，感谢您为我们搭建
这个平台，让我们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晓玲同学你好，你是一个有思想、有
志向、懂感恩的孩子，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
里，以更加积极、更加乐观的心态去战胜困
难，同时，也希望你好好学习，长大后成为
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

这是几天前，孟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卢和平与该市谷旦镇谷旦村贫困
女大学生李晓玲之间互通来信的内容。

李晓玲现在南阳医专读大三。她的父
母聋哑，年届四十才生了她。几年前，她的
父母先后患上心梗和甲状腺瘤，身体每况
愈下。就在李晓玲一家绝望无助时，党和
政府给他们带来了温暖，从方方面面帮助
他们渡难关。

今年6月，孟州市金玉米公司总经理孙
建光与李晓玲结成“亲戚”，每个月按时给
她 500元生活费。这一下子帮了李晓玲家
大忙，让她不再为生活忧虑，可以放心继续
自己的学业。

改变李晓玲窘境的，是今年6月 6日孟

州市开展的“结对认亲·放飞梦想”爱心助
学活动。活动开展半年来，像李晓玲一样
幸运的大中小学生还有很多。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我们开
展‘结对认亲·放飞梦想’爱心助学活动，目
的在于动员全市各界爱心人士与贫困家庭
学生‘结对子’‘认亲戚’，从而帮助他们摆
脱贫困、树立信心、完成学业、成长成才。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兑现市
委、市政府提出的，圆梦成长路上‘一个都
不能少’的庄严承诺。”谈起活动初衷，卢和
平如是说。

据介绍，“结对认亲·放飞梦想”爱心助
学活动主要通过“个人结、单位帮、企业捐、
基金扶”等 4种主要方式，先后有 115名贫
困学子实现结对认亲，在生活和学习上得
到了可靠保障。

据悉，为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扩大帮
扶范围，孟州市又把通过扶贫、教育、乡镇
（街道）等单位审核认定，常年和父母分居
生活且没有足够经济来源的贫困学子也纳
入结对范围，以“单位帮”的形式进行资
助。截至目前，已成功结对39对，真正从根
源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农行焦作分行党委
履行金融扶贫主力军使命，发挥党建工作对金融扶贫的统领作
用，推进“党建+扶贫”工作模式，实现了党建与脱贫攻坚同频共
振，加大了信贷投放，为脱贫攻坚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该行始终把精准扶贫工作作为各级行党委首要工作，
成立党委书记为组长的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及时协调解决
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保障金融扶贫工作有效推
进；积极引导企业依托当地资源和产业优势，以“政府+银
行+企业+贫困户”的合作模式，将贫困户纳入产业体系签
订带贫协议；加大对精准扶贫贷款投放的支持力度，对贷款
规模实行优先配置。对精准扶贫贷款企业实施利率优惠，
降低带贫企业融资成本。8

农行焦作分行

“党建+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园林式绿化工
地赏心悦目、喷淋装置喷出丝丝水雾、专职环保人员穿梭在
工地……立冬时节，走进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焦作
马村靳作安置房项目部，“不见扬尘，水雾连绵”的画面映入
眼帘。

马村区靳作城中村改造项目总投资 7.8亿元，总建筑
面积32万平方米，建成后可安置1914户群众，承载着百姓
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

自项目开工以来，按照马村区住建局大力推行的“绿色施
工，共建生态文明”的理念，中铁二十二局马村区靳作城中村
项目严格落实施工现场“六个百分百”和“两个禁止”要求，始
终将扬尘治理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在建筑工地投入固定大雾
炮1台和移动雾炮20台，确保24小时全面降尘、抑尘不停歇。

据介绍，为防止机器降尘喷洒不彻底，该项目方每日安
排10名专职环保人员利用钢刷和水枪对施工现场道路、渣
土运输道路等全面冲洗。同时，按照“临时道路修到哪里，
道路喷淋设备就延伸到哪里”的要求对施工现场各个角落
的扬尘形成了“立体式打击”的态势。

“我们就是用实际行动在环保的大考中彰显‘央企担
当’，实现生态环保与工程建设‘双丰收’。”项目负责人乔
泽伟说。8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

“绿色施工”实现“双丰收”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近日，焦作市举
行“119”消防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此次“119”消防宣传
月活动主题是“关注消防、生命至上”，旨在让更多群众接触
消防、关注消防、参与消防，提升全民消防安全意识。

按照宣传月活动的相关要求，焦作市各级各部门采取
积极有效措施，迅速掀起消防安全大宣传热潮。同时，通过
构建立体化宣传体系，深入开展消防宣传“五进”活动，不断
扩大消防宣传覆盖面。宣传月活动中，焦作市突出受众群
体的精准性，形成“人人受到宣传教育、人人增强防范意识、
人人掌握基本常识”的良好局面。8

焦作启动“119”消防宣传月活动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海燕 通讯员 康伟
秦兵）设置质量标准化样板间，每面墙体加盖《抹灰实测实
量检验表》，设置建筑一米线，对开间尺寸、测量平整度的每
一靠尺的位置等管理细节进行了规定……11月 11日，走
进焦作市东王封安置房项目，其标准化建设、高质量施工得
到了业主们的一致好评。

这是河南中安建设集团打造一流品质工程，以质量树
品牌和形象的缩影。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是品牌的灵魂。为统一工程质量
标准，今年年初，该公司提出“两个标准化”创建的工作重
点，其中质量标准化工作从修订手册着手，统一标准，提高
要求，强化管理，促使质量管理从“要我干好”的外部管理转
变到“我要干好”的自觉性管理行为，致力于打造标准化工
程。

据悉，该公司要求所有新开工程、在建工程，从“交底”
的源头环节着手工程质量的把控，建设一流品质的工程，以
质量树品牌和形象。已开工项目坚持样板引路、优化细部
做法，出现的质量问题严格按照手册进行修复。质量管理
人员要用靠尺丈量每一面墙体的每一个角度，对工程质量
方方面面的细节都心中有数。在完成粉刷后，公司要求每
面墙体加盖《抹灰实测实量检验表》，方便后期抽查复核。

日前，在中国建筑业协会组织的工程质量管理小组成果
大赛中，该公司“武陟县中医院QC小组”取得了Ⅱ类成果的
成绩，实现了近年来公司在质量管理方面的新突破。8

河南中安建设集团

以质量“标准化”建品质工程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岳静

今年的重阳节，对于修武县七贤镇沙
墙村的宫玉香老人来说，是一生难忘的回
忆。她和老伴徐开国与其他8对老人一起，
在新建成的沙墙村党群服务中心庆祝了自
己的“金婚”。

无独有偶，10 月 5 日，一对研究生毕
业、在上海工作的新人也经历了一场终生
难忘的婚礼庆典。他们把婚礼地点定在修
武县郇封镇大位村党群服务中心，时尚又
不失庄重的婚礼仪式引来了十里八乡乡亲
们“围观”，也收获了一大批点赞。

幸福、温暖、时尚、浪漫、仪式感……这
些词汇，都不约而同描绘出修武村级党群
服务中心的特别属性。目前，全县还有100
余处这样的村级党群服务中心。

为何过去刻板沉闷、群众很少进出的
村级党群服务中心，现在在修武竟成为群
众心中的“圣地”，成为他们要留住自己一
生最重要时刻、承载自己美好回忆的地方？

答案是：美学升级！
2018年以来，修武县在原有村党群服

务中心基础上，打造“形神俱佳”的村级党
建美学综合体，通过美学引领，切实提升村
党支部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增强广大
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行动自觉和
思想自觉。

修武县率先在郇封镇大位村试点，邀
请知名室内建筑设计师，采用拆、去、补三
招——

拆除党群服务中心围墙，让建筑充分
与周边环境融合，走进村民生活，更具包容
性和吸引力；去掉烦冗复杂的装饰，保留了
原建筑结构、素水泥材质地面，显得自然、
朴素、亲和，一层供村民活动，二层半挑空
为办公区域；把剧场、影院的“大楼梯”补进
来，还创新性地把滑梯嵌入到会场。

融合、开放的格局让原本“拒人于千里
之外”的大位村党群服务中心变得更加亲
民，围墙改成了座椅，大门变成了欢迎大
道，“一大四小”5个门方便出入，每天群众
有事没事都会来“打卡”串门，这里成了村
里最有人气的地方。

有人气就有灵魂。如今，大位村党群
服务中心被誉为最美“网红”村级党建阵

地，一年来共接待省市参观学习 400多批
次、1.8万余人，还举办了滑板大赛、农民节
会活动月等活动。

一石激起千层浪。大位村示范效应逐
渐显现，更多基层党组织行动了起来，或通
过利用闲置资源、或通过村民自筹自建等
方式，整合养老托幼、卫生健康、文化娱乐
等资源向党群服务中心集聚，推动党员群

众活动场所由“分散”转向“集聚”，打造“一
核多翼”的综合性党建阵地。

七贤镇沙墙村 80余户村民，以入股的
形式，“众筹”资金 200余万元，建起现代化

“网红党建综合体”，既有村“两委”办公区、
党群阅读区、村民大讲堂，又有乡村咖啡
屋、时尚餐饮区、集装箱民宿区等一系列潮
流项目；城关镇秦厂村共产主义信仰家园
不仅是党群服务中心，而且还担负起为群
众增效的重任，点亮了该镇的“夜经济”，实
现党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这些美学设计和实用性兼备的村级
党建美学综合体拔地而起，像漫天星宿一
样散落却又汇聚成光，点亮群众心中‘人民
至上、共产党好’的信仰。”焦作市委常委、
修武县委书记郭鹏说。

如今，修武越来越多的基层群众积极
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大位村从过去每年三
两个村民申请入党，到今年申请入党人数
超过了 40名。借此契机，仅 2020年，修武
在全县党建美学综合体累计开展了45次节
会活动，签订农产品订单23单，现场销售农
产品4.5万余元。8

全省首个国家级汽车检测中心落户武陟

修武 党建美学综合体成““打卡地打卡地””

连日来，焦作市天气作美，朵朵
“怀菊”绽放笑脸。

武陟县西陶镇是“四大怀药”
传统主产区，特别是“怀菊”种面
大、药质好、销路广。今年，该镇种
植“怀菊”达 800亩，“怀菊”飘香全
国，也给当地农民增加了收入。据
种植户讲，今年鲜“怀菊”市场价比
去年高出不少，预计每亩能增收
2000 元以上。 8 成安林 宋祖
恒 摄影报道

西陶镇：
“怀菊”飘香全国

“瓷中君子”绞胎瓷亮相进博会。8

党建美学综合体成了青年人的婚礼殿
堂。8 李维 摄

成安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