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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辉）4月 21日，记
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
工业经济运行延续了稳定恢复态势，
稳中加固、稳中向好。一季度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3%，
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8.4%，两年平均
增长4.1%。

我省持续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
为主攻方向。一季度，全省制造业增
长 17.8%，多个制造业龙头企业业绩
增长喜人。纺织业龙头新乡化纤预计
今年1~3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 亿~3.2 亿元，同比增长
547.34%~590.49%。国内钛白粉龙
头企业龙蟒佰利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46.45亿元，同比增长25.89%；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3 亿元，
同比增长18.03%。

目前国内大宗商品持续涨价，铝
价近期更是站上高点。河南明泰铝
业表示，铝制品下游行业需求旺盛，
公司一季度产销两旺，预计净利润
3.2亿~3.4亿元，同比增长 164.46%~
180.99%。

汽车传动轴领军企业远东传动

发布的一季度业绩预告显示，报告
期 内 净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60%~80%。
作为行业龙头企业，远东传动受益
于技术和市场领先优势，产品销量

持续增长。
省统计局发布的数字显示，一

季度我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30.2%，技术含量、附加值较高
的新产品产量高速增长，新动能显
现新活力。河南登陆科创板第一股
建龙微纳刚发布的一季报显示，一
季度营业收入 1.25 亿元，同比增长
65.83%；净利润 3283.2 万元，同比增
长 123.42%。

作为氟化工领域的领头羊，今年
以来多氟多新材料板块的相关产品市
场需求旺盛，盈利能力大幅提升。预
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000 万 ~9500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7183.91%~7588.57%。

“和全国工业经济恢复高速增长
的态势相比，河南工业增速还有差距，
行业恢复还不均衡，实现工业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仍需付出艰苦努力。”省工
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要加快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智能化
绿色化改造，精心培育龙头企业壮大
主导产业，确保“十四五”开局之年见
到新气象。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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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新局奋力实现

“处处留心皆学问” “要尽力把每件事做到极致”

“匠心筑梦”——走近郑州大工匠

从电气小白到行业专家，扎根
一线 30年的兑幸福认为，想把工作
干好，就要怀有匠心精神，将每件事
情当成艺术品一样对待，尽力做到
极致。“把故障点摸熟摸透，自然就
会练就‘千里眼’‘顺风耳’。一看一
听，问题就能了然于心。”他说。

兑幸福是河南中烟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黄金叶生产制造中心物
流分中心电气技术员、电气维修高
级技师、高级物流师。说起他，工
友们最敬佩的是他身上那股“钻”
劲。

2014 年刚调到物流，面对数
十种完全陌生的国内外先进物流
设备，兑幸福整天泡在车间，痴迷
地研究物流设备与维修技术。专
心致志核对电气图纸、一笔 一 画
手 工 绘 制 网 络 布 线 图 …… 兑 幸
福整理的成摞资料里，详细记录
了 原 料 、辅 料 、成 品 三个高架库
的 所 有 网 络 架 构 和 IP 地 址 。 底

层控制技术、数据库技术等也被他
一一摸透。

正是这一积累 ，为他日后汇
编《烟草工业现代物流设备管理
与维修》等 3 部专著奠定了基础。
这些专著一经出版，就填补了中

国烟草物流设备与技术类资料的
空白。

为解决烟草物流设备维修难
度大、耗费时间长的难题，兑幸福
不断克难攻坚。近年来，他主持并
参与完成 3 项科技创新项目，并通
过河南省科技成果鉴定，实施 30余
项技术革新，先后获得 3 项国家发
明专利授权、30 余项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授权。他牵头开发的一套

“物流设备故障管理信息系统”可
自动生成维保计划，精准指导预防
性维修，年直接经济效益 600 余万
元；“成品入库分拣系统分拣模块
快速冗余装置改造”则能快速解
决模块损坏对生产的影响。

一花独放不是春。多年来，兑
幸福还倾力将自己的所学所悟所感
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他手把
手教的徒弟中有多人获得高级技
师、技师等级证书，成为烟草企业的
中坚力量。

在国家电投集团郑州燃气发电
有限公司，工友们送给张全付一个绰
号——“神听”。因为他有个“绝活”，
机器哪怕有一点杂音和异响，都逃不
过他的耳朵。

张全付是公司设备维护部副主
任，高级工程师、技师。每次机组冷态
启动，他都要到现场进行巡视检查。

2009年 5月的一天，公司#2机组
冷态启动，发电机每分钟3000转等待
并网。突然，嘈杂的环境里，一声异响
引起张全付警觉。“发电机内部可能存
在重大故障！”张全付建议立即停机检
查。经确认，原来是重达 500公斤的
发电机风扇出现较大裂纹。如果继续
运行，风扇碎裂会造成价值8000万元
发电机的报废。靠“神听”，张全付避
免了一次重大事故。

2017年 5月，#2机组发电机励磁
短轴出现绝缘损坏等情况，发电机机组
无法继续运行。进口部件如果返厂维
修，检修费要28万元不说，工期也得20

天。“每耽误一天就是几十万元损失。”紧
要关头，张全付接下了这一重任。他认
真翻阅图纸，仔细查找问题，原来是一
颗3毫米大的铁屑卡在了3吨重的机器
的一条缝隙里。清除故障，自行设计制
作励磁短轴检修专用转动支架……仅

用11天，张全付就带领团队出色完成检
修任务，为公司减少损失450万元。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张全付
坚信这句话。为此，他经常泡在车间
观察设备运行情况，仔细辨别机器
运转中的杂音，用手感知机器的温
度……他说：“处处留心皆学问。平
时多操心、多钻研、多积累，不怕吃
苦，自然能把事情做好。”

由于业绩突出，公司以他名字命
名成立了“张全付创新工作室”。近3
年来，他带领团队攻克诸多生产技术
难关，先后获得 6项国家专利证书，
完成 13项科技成果，提出可行性合
理化建议 50余条，直接或间接节约
生产费用420余万元。

郑州工会微信 郑州工会会员服务微信

张全付在检测储气罐压力 兑幸福正在检修AGV设备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4 月 20 日，洛
阳市2021年第二批重大项目集中开
工仪式在西工区举行，此次集中开工
重大项目409个，总投资1989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857亿元。

据悉，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涵
盖产业转型升级、重大基础设施、
新型城镇化、生态环保、民生保障
等多个领域。其中，围绕加快构建

“755”现代产业体系，统筹推进产
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开
工正大食品深加工、北玻高端装备
产业园等 199 个项目；围绕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开工嵩县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等 62 个项目；围绕着力
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打造幸福美好
家园，开工老城中隧康乐养老院、
伊 川 新 时 代 精 英 学 校 等 49 个 项
目。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烜）4 月 20 日，许昌
市 2021 年第二批重大项目集中开
工，128 个项目总投资 566 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296.9亿元。

此次开工的128个重大项目，涉
及新型基础设施、产业转型、生态环
保、社会民生等领域。其中，总投资
15亿元的中国平安·许昌智能制造
科技园（一期）项目是一个集电气制

造、智能装备等相关产品研发和生
产于一体的现代化工业园区，建成
后将对许昌实现智能制造产业链上
下游互助互通、提升产业集聚能力
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第一季度，许昌市227个重
点项目完成投资 309.5亿元，占年度
投资目标的 27.7%，其中，80个省级
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47.5亿元，占年
度投资目标的29.1%。③8

许昌 128个项目总投资566亿元

洛阳 409个项目总投资1989亿元

安阳 127个项目总投资869.31亿元
本报讯（记者 谢建晓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4月 20日上
午，安阳市在汤阴县举行今年第二
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涉及
127 个重大项目，总投资 869.31 亿
元。

此次安阳市集中开工重大项目
涵盖新型工业、创新驱动、基础设施、
城市建设、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其
中，汤阴县鞍山神龙腾达中原生产基

地二期项目总投资30亿元。
今年以来，安阳市早谋划、早安

排、早落实，330个省、市重点项目累
计完成投资 302.3亿元，实现了首季

“开门红”。安阳市市长袁家健表
示，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发展为
要、项目为王、实干为先”意识，坚持
项目工地就是阵地、现场就是考场、
进度就是尺度，迅速掀起项目建设
热潮。③9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
梦珂）4月 19日，商丘市举行2021年第
二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动员会。大
会主会场设在商丘市睢阳产业集聚区
光电材料产业园区项目建设现场，各县
（市、区）设分会场同步举行。

此次商丘市集中开工项目共 203
个，总投资 1554 亿元，今年计划投资
848亿元，既有各县（市、区）重点培育
发展的主导产业项目，也有战略性新兴
产业项目和特色产业项目。此次集中
开工的项目数量和总投资较第一季度
均有大幅度提高，体现了商丘市项目质
量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的特色和推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③5

本报讯（记者 成利军）4月19日，济
源2021年第二季度重点项目在济源梨林
镇创新创业孵化园项目现场集中开工。

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有20个，总投
资 4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3亿元。其
中工业项目10个，总投资28亿元，产城
融合一期、“颐高互联网+孵化园”等项
目对优化当地工业经济结构、促进传统
工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农业
项目 2个，总投资 3.4亿元；交通项目 2
个，总投资5.1亿元，黄河小浪底库区港
航建设工程（济源境）等项目对于推动
济源加快融入洛阳都市圈、促进经济发
展和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城建
项目6个，总投资11.5亿元，包括城市集
中供热、老旧小区改造等项目。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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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春日开工忙

4月 25日，宝丰县肖旗乡韩店
村农民在大棚内管理立体无土栽
培蔬菜。⑨6 何五昌 摄

4月25日，唐河县桐寨铺镇高标准农田示范方内，无人植保机正在进行喷防作业。⑨6 丰兴汉 摄

□本报记者 王平

郑州市新冠疫苗普通人群接种
已进入“倒计时”。记者了解到，郑州
已做好预约接种登记、接种门诊规范
服务管理等工作，全市接种门诊已增
至200多家。那么，已成功预约的居
民能否及时打上疫苗？普通人群和
重点人群接种的疫苗有哪些区别？
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4月 22日下午，记者走进位于郑
州市人民路的北下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看到房间
内部装饰一新，接种区、留观区、应急
反应处置区等区域规范合理，所有电
脑系统及接种人员培训全部“达标”
通过。“近一个月我们基本上都在进
行临时接种点的各项准备工作，等下
一阶段普通人群开展接种后，中心本
部的接种门诊将与临时接种点同时
启用。即便是目前还未接种上第二
剂次的重点人群，也不会因普通人群
接种而影响后续的疫苗补种。”该中

心主任李建魁说。
据郑州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

副所长陈伟博介绍，目前郑州市接种
门诊已从前期的 40多家增至 200多
家，能够满足居民的接种需求。

除了固定的接种点和接种人员
外，郑州市的一些县（市、区）还成立了
机动接种人员队伍。巩义市人民医院
的“新冠疫苗移动接种车”已整装待
发，届时，大巴将开进学校、企业、社区
等，让疫苗“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疫苗预约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
方式，线上预约主要通过郑州市政务
服务平台‘郑好办’APP及各个区开
发的‘约苗’等软件平台，未来将统一
整合至‘郑好办’APP。”陈伟博说。

“从这半个月中心线上个人预约
情况来看，预约人数不多。但老百姓
对疫苗的关注度还是很高的，每天都
有居民来咨询。希望大家都能积极
参与，为构建全民免疫屏障出份力。”
郑东新区民生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负责人赵红玉说。

那么，已预约成功的居民会因大
规模人群接种而影响打疫苗吗？“这
样的担心没必要。”陈伟博说，新冠疫
苗接种是当前疫情常态化防控的一
件大事，前期我省相关部门已对现有
疫苗接种点和接种服务能力进行了
督查，并结合目标任务数、预约接种
开展情况制定工作方案，确保疫苗的
经费保障、供需、配送等。

5月 1日起，郑州将全面启动 18
岁以上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接种
将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推进，首先对
服务业、劳动密集型行业、高等院校在
校学生、各类学校教职工和其他校内
工作人员等疾病传播风险较高人群，
部分因特殊原因需接种且身体基础状
况较好的老年人，以及相关行业单位、
港澳居民等归口管理部门确定的其他
需要优先接种的人群进行接种。

普通人群要接种的新冠疫苗与
重点人群没有区别。目前我省居民
接种的疫苗主要是两个厂家生产的
灭活疫苗，仍是两剂次接种。③9

5月 1日起，郑州全面启动18岁以上人群新冠疫苗接种

全市接种门诊增至200余家

打好组合拳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省委一号文件解读之二

□本报记者 高长岭

今年省委一号文件提出，要提
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
力，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我省是粮食生产大省，粮食产
量近年来稳定在 1300 亿斤以上，
2020 年达 1365.16 亿斤，再创历史
新高。省委一号文件对粮食生产提
出什么要求？我省将采取哪些措施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稳定粮食种植面积

“国家鼓励种粮食，我去年种了
30多亩小麦。”4月 25日，延津县小
潭乡新堤村村民李红军正忙着为麦
苗防治病虫害。他说，10多亩小麦
专供酿酒用，每公斤订单价 3元多，
其他是种子田，价格也比普通小麦
高，“这两年种田越来越有劲。”

省委一号文件提出，要认真落实
粮食安全责任制，建设新时期国家粮
食生产核心区，打造国家粮食安全产
业带，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 1.6亿亩
以上，确保粮食产能稳步提升。

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说，
农业农村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压
实地方党委、政府抓粮责任；要落实
惠农政策，抓好小麦、稻谷最低收购
价、种粮农民补贴、产粮大县奖补等
政策落实，调动农民种粮
和地方政
府抓粮积
极性。

省自
然资源厅
厅长张兴辽
表示，要采取“ 长牙
齿”的硬措施，坚决守
住耕地红线，严格落实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制度和占补平衡制度，
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
化”，确保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

“三位一体”保护目标。

建设现代种业强省

省委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建
设现代种业强省”，我省将从哪些方
面入手？

“建设现代种业强省，要加强农
业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推动建
设国家区域性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
利用中心，加快农作物种质资源、畜
禽种质资源调查收集。”省农业农村

厅相关负责人
说 ，要 重 点 围
绕小麦、玉米、
花 生、食 用 菌
等 优 势 农 作
物 ，选 育 高 产

稳产、多抗广适、优
质高效新品种，到 2025 年农

作物良种覆盖率达97%以上。

目前，我省正在加快推进国家
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建设。中国
工程院院士、省农科院院长张新友
说，要把该中心建设成全球生物育
种创新引领型新高地、我国种业体
制机制改革的示范样板和具备国际
竞争力的种业“航母”。同时，还要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培育龙头
种业企业，积极推动种业企业上市，
推动我省种业做大做强。

强化科技支撑能力

省委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现代
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支撑，到 2025
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7%，高效
节水灌溉面积达4000万亩。

越来越多的“黑科技”被应用于
农业生产。在漯河市临颍县智慧数
字农业种植区，技术人员在农田里
埋设传感器，运用 5G技术可以收集
墒情等信息；在周口，天华农业联合
社的无人机服务队今年已为10多万
亩小麦预防赤霉病。

我省将推进农机装备产业转型
升级，加快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
建设，开展农机作业补贴，到 2025
年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超过90%。

粮食生产，命脉在水利。省水
利厅厅长孙运锋表示，我省正在大
力实施“四水同治”，加快十大水利
工程建设进度，目前已经开工九
项。同时，启动新一轮九大重点水
利工程建设，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
设施和开展现代化改造，到 2025年
全部完成现有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4000万亩。

打好组合拳，深入实施“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河南把国家粮
食安全的重任稳稳扛在肩上。③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