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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近日，内蒙古包头市市民袁芳一
行的自驾车队，从洛阳出发，沿着连
霍高速西行，行车约 1.5个小时下高
速，进入三门峡市。

位于九曲黄河“几”字右下弯的
三门峡，坐落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
人民在黄河干流兴建的第一座大型
水利枢纽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
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坝”。从三门
峡市区行车14公里就到了黄河三门
峡大坝。

“三门峡水利枢纽 1957 年开工
建设，1960 年 9 月下闸蓄水。三门
峡大坝原来是苏联专家设计的，苏
联专家退出后，从 1964 年开始，大
坝工程经中国人自己多次改建，最

终实现了防洪、防凌、灌溉和发电、
供水等综合效益，为日后中国修建
大坝积累了很多经验。”三门峡大坝
讲解员张颖说。

站在雄伟的大坝上，望着黄河水
心潮澎湃。黄河水患一直是历代国
家管理者的心头大事。相传大禹治
水时疏浚河道，三过家门而不入，在

此地斧劈三门，形成神门岛、鬼门岛、
人门岛，三门峡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这里还是‘中流砥柱’的发源
地，你们看，下游河水中那块‘砥柱
石’！”

相传，一位老艄公率领货船，行
至三门峡时，遇到狂风暴雨，船只摇
摇欲坠，危急时刻他跳入河水，大喊：

“掌好舵，朝我来！”船队朝着老艄公
驶去，顺利避开明岛暗礁，当船工们
回过头，发现老艄公已化身一座巨
石，为过往船只指引航向。

信念坚定、坚韧不拔、敢于担当、
为民造福。近年来，三门峡认真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讲话精神，深入
实施矿山生态修复、黄河流域治理和
黄河湿地修复，一条绿色的生态廊道
扮靓了黄河，也让黄河成为造福群众
的幸福河。

每年10月至次年6月库区蓄水，
从三门峡大坝至山西芮城大禹渡120
公里间，山光水色，相映如画，成千上
万只白天鹅、野鸭、大雁迁徙至此越
冬。

“望三门，三门
开，黄河之水天上
来……”望着天堑
通途高峡平湖，袁
芳吟诵起贺敬之的
《三门峡歌》。③7

本报讯（记者 方化祎 祁道鹏
李昊）“开炉，点火！”5月 18日，在沈
丘县钢铁产业园区，安钢集团从安阳
一路引来的火种点燃高炉，标志着安
钢周口产能置换项目一期一步工程
正式投产。这是河南钢铁产业优化
布局、转型升级迈出的关键一步。

作为河南龙头型钢铁企业，地处
安阳的安钢集团近年来面临环保和
文物双重制约、产能置换先拆后建等
发展难题，“造血”能力严重不足。与
此同时，传统农业大市周口由于缺少

大型重工业项目，产业结构亟待优
化，加快发展工业刻不容缓。

“周口项目的落地，是安钢集团
‘走出安阳发展安钢’，向‘四基地’建
设迈出的坚实一步。”安钢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李利剑表示，一方面，项目
填补了周口没有大型重工业项目的空
白；另一方面，它也是安钢集团实行混
改、走出安阳发展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周口市依托内河航运优
势，大力发展临港经济，吸引临港产业
项目落户。位于沈丘县钢铁产业园的

安钢周口项目，北临沙颍河，南临郑阜
铁路，东临正在规划的阳新高速公路，
紧靠正在筹建的安钢周口钢铁公司专
用原料码头，“公、铁、水”多式联运优势
明显。“便捷的交通、广阔的市场是我们
选择周口的主要原因。”李利剑说。

据悉，安钢周口产能置换项目于
2017年批准建设，总占地面积 9235
亩，将分两期三步建设。一期一步工
程按照人均年产钢1500吨设计，计划
总投资64.9亿元，规划年产158万吨
铁、175万吨钢，采用世界一流、国内领

先的烟气脱硫脱硝环保技术，实现全
干法除尘，确保污染物低于超低排放
标准，实现污水、固废零排放。

据介绍，安钢周口项目一期一步
工程将于 5月底实现全线贯通。“我
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确保后续工
程早日建成达产，同时积极发展相关
配套产业，发挥临港经济优势，重点
围绕上下产业链延链补链，打造高
效、绿色、智能、规范的钢铁基地，为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钢铁
支撑。”周口市主要负责人表示。③7

我省钢铁产业优化布局迈出关键一步

安钢周口钢铁项目高炉点火

天鹅之城看“砥柱”
沿着高速 看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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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兴新能60万吨/年工业三苯项目

（上接第一版）统筹推进产业投资运营、资产
运营管理、园区综合开发、资源投资开发和
现代服务业五大主营业务，以实际行动助推
洛阳快速发展。

洛阳国宏集团聚焦《洛阳都市圈发展规
划（2020-2035）》，服务洛阳“6+3+X”新型
产业专业园区建设规划，积极推进中原节能
环保产业园、洛阳航空航天产业园建设。与
32家驻洛央企签署“三供一业”物业移交框
架协议，服务1676栋家属楼 84805户居民，
搭建智慧社区管理平台，开启“互联网+物业
管理”模式。充分利用破产关闭企业资产，
大力发展智慧社区、智能停车场等新业态，
盘活国有资产、助力洛阳服务业转型发展。

同时，洛阳国宏集团通过“引进来”和
“走出去”相结合，不断做强做优主业，引入
优质资源进入洛阳，助推优势企业和“智能
装备”走出河南、走向全国。

在“引进来”上精准发力。引入世界顶
级房车制造商——德国海姆集团，在洛阳合
资建设年产 1万台旅居车项目；助推上海康
达卡勒幅新增产能落地洛阳，填补河南高端
医疗整机制造空白。在“外投内引”上聚力
攻坚。成功并购上市公司赛摩智能，为洛阳
市实施“三大改造”、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提供重要的承接平台；深度参与昊华科技定
向增发，获得1.7亿元资金反投洛阳，支持黎
明化工院电子级三氟化氮等募投项目建设，
有力推动洛阳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数据显示，2020年，洛阳国宏集团实现
营业收入 267.11亿元，蝉联“中国服务业企
业 500强”“河南企业 100强”，荣获中国企
业改革发展优秀成果一等奖，被确定为河南
省唯一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对标
企业。集团及所属企业通过入股新建、存量
混改等方式设立和参股的混改企业已达 30
余家。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
和民营资本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达到
1＋1＞2的效果，注册资本已由成立之初的
1亿元增加至 20.5亿元，营业收入实现连年
快速增长。

彰显国企使命担当
扶贫与抗疫展现“新力量”

2020 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席卷全球。正值脱贫攻坚战决胜之
年，洛阳国宏集团以行动践行“服务区域发
展、提升自身价值”的企业使命，疫情防控冲
锋在前、脱贫攻坚蹄疾步稳，在打赢脱贫攻

坚战、助力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彰显国企使命
担当。

产业扶贫，增强“造血功能”。自开展扶
贫工作以来，洛阳国宏集团选拔115名党员
干部与栾川县鸭石村 126户贫困户结对帮
扶，设立助学基金、开展送医下乡、安排外出
务工，先后筹集260余万元帮助该村发展香
菇种植、珍稀苗木种植、藤编加工等产业，增
强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使该村人均纯收
入从帮扶之初的 2800元提高到 9363元，以
100%满意率顺利通过国家、省、市脱贫验
收，实现整村脱贫。

担当作为，争做抗疫先锋。面对汹汹袭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洛阳国宏集团连夜筹
备，多方协调沟通，克服诸多困难，第一时间
向洛阳市红十字会捐赠10000副防护手套、
10000个口罩、1000套防护服、1400个护目
镜等急需防疫物资。投资企业洛阳康达卡
勒幅为湖北省、洛阳市调配防疫所需医疗影
像设备 20 台，以实际行动支持疫情防控。
复工复产期间，为 520 余户企业减免房租
940余万元，减轻中小微企业经营负担，助
力地方经济复苏。

为激励所属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勇于
担当，洛阳国宏集团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经
营业绩考核。《所属企业经营业绩考核管理
办法》明确提出，对取得重大科技成果、承担
全市重大专项任务且取得突出成绩，作出巨
大贡献的，在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中予以加分
奖励。同时，洛阳国宏集团积极组织开展献

爱心公益捐款、走进儿童福利院、资助贫困
大学生等慈善公益活动，被洛阳市民政局授
予“爱心企业”荣誉称号。

围绕中心大局谋发展
科技与金融铸就“双引擎”

洛阳国宏集团坚持新发展理念引领，贯
彻落实洛阳市委市政府“选准行业、选好合
作伙伴、规范操作”的指示精神，向改革要效
益，大胆实践，聚焦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
推动工业产业提质增效，助力打造全国先进
制造业基地。

按照“中国制造 2025”行动纲领，洛阳
国宏集团创新思路，积极发展大数据产业，
建设中部地区首个二级标识解析体系和洛
阳市工业互联网综合平台。将二级标识解
析体系与工业互联网综合平台有机融合起
来，形成有中部特色的工业互联网综合性平
台，目前注册企业已达2300余家，二级节点
标识注册量突破200万条。

围绕服务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洛阳国
宏集团联合豫资控股设立首期规模 100亿
元的洛阳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金，储备项
目 78个，涵盖本地重大项目及资本招商项
目两大方向，项目总投资规模 566 亿元。
增资洛阳炼化宏达公司，投资 25.07亿元建
设 60万吨/年工业三苯高端石化项目，在加
工原料上实现石化、煤化的融合，并与吉利
石化产业园、济源虎岭化工产业园在原料与

产品上形成互补，通过延链、补链，逐步形成
年产值 300亿元的“炼化一体化”高端石化
产业集群。

惠“小微”，助民生。洛阳国宏集团联合
地方企业共同成立洛阳华泽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成立 5年来，始终坚守“缓解中小微及

‘三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初心使命，累
计发放贷款 1200 余笔，投放贷款 70 余亿
元，服务客户600余户。发挥“金融特种兵”
的优势，为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提供低
息“助贷”，目前已提供应急转贷资金 2亿余
元，为受疫情影响小微企业纾困解难，让“金
融活水”精准滴灌。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更是
洛阳建设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现代化都
市圈、中西部科技创新高地、‘一带一路’
双向开放高地的关键时期。”洛阳国宏集
团有关负责人表示，进入新时代，洛阳国宏
集团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厚植优
势、对标提质”主基调，以创新发展为引领，
践行国企社会责任，稳健经营、科学发展，
努力打造成为产业布局合理、盈利能力突
出、管理规范高效、市场竞争力强的省内领
先、行业知名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为
加快洛阳都市圈、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助
力添彩。

洛阳工业经济运行监测平台

华泽豫西北金融服务中心

帮扶责任人到鸭石村入户对接

洛阳国宏集团

闯新路 开新局 彰显国企新担当新作为

黄河三门峡大坝雄姿 本报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王敏

一场婚礼，新娘子在半路上跟迎亲的其他男人跑了，
是什么原因？三个亲如兄弟的发小，却走向不同的人生轨
迹，是什么造成的……

“这场起源于贫穷、最终致富奔小康，发生在我身边
的故事，时时提醒我，身处这个伟大时代，一定要把这些
写下来。每个小人物，都是伟大时代的奋进者和创造者，
今天，仍然需要他们投身、奉献这个伟大的时代。”长篇小
说《三山凹》作品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作家李天岑接受
记者专访时表示。

记者：《三山凹》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为什么要创作

这部小说？

李天岑：南阳西峡县一个企业家朋友和我聊天，说村
里有三个虎年出生的兄弟比着干，比谁生意做得好、日子
过得好。三个发小，是我思考创作的萌芽。但故事，却来
源于我的身边经历。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小时候住的是
野草和泥混搭的房子，穿衣服补丁不断，很多细节都写在
小说里。如今村子里，公路修到家门口，铁路离村子就两
里路，大学生越来越多，文化素质都越来越高。

这一切让我不得不拿起笔来讴歌这个时代，表现改革
开放和脱贫攻坚给农村带来的巨变，表现农村中涌现出来
的新人新事。《三山凹》以三个发小为原型，从改革开放前
夕一直写到2019年，讲述他们的成长、困惑、拼搏，这既是
个关于友情、乡情乃至大情义的故事，反映农民兄弟身上
憨厚朴实的特质和励志奋进的不屈；又是个农村改革史的
故事，是几个共产党员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分镜头。

记者：虽是写三个发小，但作品构建的空间和时间维

度都足够大，这种难度怎么克服？

李天岑：三个发小，是农民、企业家、官员，截然不同的
人生轨道，但围绕他们身上的主线一直是改革开放和脱贫
攻坚。虽是从三山凹村写起，但故事同时串联起黄龙镇、丰
和县、南都市到深圳的故事，从乡村到县城到改革前沿，实
质上反映了城乡互动、全国改革一盘棋逐步深化的历程。

改革开放的目标，是让中华民族脱贫，使国家由穷到
富、由富到强。这本身就是一场摆脱贫困的斗争，给脱贫
攻坚打下坚实的基础。脱贫攻坚着眼于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反映了我们党一脉相承的为
民初心和久久为功的实干精神，牵引着故事的走向。

记者：您经历过农民、工人、官员多种身份，为什么您

的很多作品都始终聚焦农村？

李天岑：农村始终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从小岗村改革
到现在，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在脱贫攻坚取得重大
历史性成就后，下一步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任何道路都需要艰辛探索，农村还要
做好产业、组织、人才的振兴。农村还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重要地段。

这部作品是中国作协2020年度脱贫攻坚奔小康重要题材的重点扶持作品，还
获得了十二届小说选刊的年度大奖，也体现了文艺界对这样题材的认可和重视。
这些年，我发现身边的作家朋友越来越写实，越来越把笔端触及广大农村以及脱贫
攻坚。比如《暖夏》《乡村第一书记》《大地》等一批写农村、脱贫攻坚的作品。

记者：时间跨度大，又是农村题材，您希望年轻人怎么读这部小说？

李天岑：年轻人读纸质书少了，不在于他们不喜欢读小说，而在于缺乏像当年
《青春万岁》《暴风骤雨》等一批优秀作品，现在的作家担负的使命更重。

我的写作是开放式的写作，我边写边跟很多人交流。小说结尾我写了一首山
歌，“玫瑰花儿开满山”“小康日子比蜜甜”，这是历经风雨之后才能收获的别样人
生。今天，为了人民更美好的生活，还要把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美好的未来要
靠年轻人，我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够读到这本书，汲取前人的智慧、勇气和担当，心怀
梦想、脚踏实地，在时代的舞台上大放光彩。 （据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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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新局奋力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