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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要闻│042021年8月4日 星期三
组版编辑 赵大明 马愿 美编 王伟宾

□本报记者 徐东坡
本报通讯员 孙晓鹏 海晓笛

有一支 40人的民间救援队，奋战
八天八夜从洪水中救援转移 4100 多
人。这就是猎鹰忠救援队，他们中的大
多数人还有一个身份——退役军人。

猎鹰忠救援队成立于2019年，是由
多名退役军人自发组成的、省应急管理
厅批准成立的义务救援队。7月31日，

“社会爱心人士向猎鹰忠救援队慰问捐
赠仪式”在郑州市郑东新区举行，以感谢
他们在抗洪救援行动中的突出表现。

7月中下旬，河南多地因强降水发
生洪涝灾害。7月 20日 19时左右，猎
鹰忠救援队接到省应急管理厅调度指
令，队长边晓辉立即组织救援力量，不
到一个小时，救援队就赶到郑州龙子
湖高校园区，为在校师生提供援助。

当天晚上，边晓辉的妻子打来电

话问：“雨下得太大了，能不能来接我
下班？”边晓辉向妻子说明情况后就挂
了电话，继续投入救援。

后来边晓辉才知道，那天晚上妻
子是蹚水一个多小时回家的。“路灯不
亮，积水又深，她当时其实挺害怕的。
去年疫情期间，我在外面做消杀工作，
今年暴雨成灾，我也不能陪在她的身
边，感觉很是亏欠她。”说着，这个流血

都不皱眉头的汉子，红了眼圈。
救援队员们都有自己的家庭，但

在灾难面前，他们都选择了舍小家、顾
大家。队员马杰正在医院打吊针，听
说有救援任务，拔掉针头就跑，只为能
赶上将要出发的队伍；队员戴耀权回
家休假，接到救援任务后立即赶回了
郑州……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去
救人、快救人、多救人！”

7月 21 日上午，猎鹰忠救援队赶
赴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转移医患
人员；7月 22日，到郑州郊区村庄救援
村民。经过两天两夜的奋战，他们救
援转移群众1567人。

7月 23 日，郑州的救援任务结束
后，他们不顾疲劳立即赶赴卫辉市。
农村地区受灾严重，但地广人稀，搜救
困难，救援队员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死
角，尽力营救群众。考虑到村民可能
上楼房避难，救援队员提前准备了梯

子与绳索，不少孤老病残等人员及时
得到救助转移。

7月 26 日凌晨，卫辉市区积水猛
涨，猎鹰忠救援队到新乡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救援，转运危重症病人时为
防止颠簸，队员们关了引擎，下水，手
托肩扛推着冲锋舟行进。不少队员被
杂物割伤，脚也泡肿了，也仅是消毒包
扎后，就又投入了救援。

参加救援的40名队员中，有29名
是退役军人，20人是党员。八天八夜
里，除受伤、生病等原因有 5名队员休
息过外，35名队员始终坚守在抗洪一
线与时间赛跑。

7月 28 日救援结束返郑之前，猎
鹰忠救援队在新乡共救援转移群众
2540余人。

“作为退役军人，没有部队的培养，
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在人民遇到危难时，
我们有责任去救援。”边晓辉说。③5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新乡遭遇暴雨洪灾，全国各地火
速驰援。

“我们是国家安全生产专业应急
救援队伍！”8月 2日，在设于新乡平原
体育中心的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
心前方指挥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从 7 月 24 日凌晨起，14 支国家专业
队、376名指战员闻“汛”而动，带着 82
台车辆、93台套排水设备陆续赶到新
乡，以每小时 4 万立方米（相当于 40
套大功率“龙吸水”）的排水能力，全
力以赴实施排水排涝抢险救援。

共产主义渠大堤抢险、牧野湖漫
溢抢险、卫辉司湾泵站抢险、新乡医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病人转移……14支国
家专业队哪里需要往哪里去、哪里危
险往哪里去，几乎参与了新乡所有重
大“抢险战役”。

截至 8 月 2 日 14 时，国家安全生
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在新乡共参加排
水抢险行动 198起，出动人员 4860人
次，出动救援车辆1197台次、舟艇177
艘次，营救被困群众 2345 人，排水排
涝 517万立方米，转运物资 373吨，完
成了 32个居民小区、10条道路街区以
及医院、变电站、商场、学校、酒店等共
计 72个作业点位的排涝救援工作，帮
助 48913名群众恢复生活秩序。他们
还落实了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前方
指挥部5份调度命令共计52项任务的
现场核查或排水排涝工作。

每个看似简单的数字，都是应急
救援指战员们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

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长庆队
接到命令，从陕西、甘肃调来34名救援
队员，连夜奔赴新乡，7月 24日一大早
就赶到裕康家园小区进行排涝作业。

当时小区地面积水 60厘米、地下室积
水 3.5米，情况危急！他们迅速侦查断
电、水深、污染、建筑物坍塌倾斜等情
况，昼夜不停作业 55 个小时，排水
37760立方米，把小区地面和地下车库
积水全部清理干净。

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十七局太
原队、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
油田队、国家矿山应急救援武钢队
……多支“国家队”冲锋在前。

每个看似简单的数字，都是新乡
群众说不完的感恩。

位于卫滨区工业园区的新乡市康

大消毒剂有限公司，积水很快就涨到
1.5 米深。40名员工用尽各种方法保
原料、保产品、保生产线，却接连失守、
频频告急！在他们绝望的时候，5支国
家专业队先后赶来，展开协同作战，4
天时间排出积水 210 万立方米，不仅
让企业转危为安，还解除了周边 2000
亩良田被淹的危险。提到此事，企业
负责人张喜贵感激得眼含热泪……截
至目前，14支抢险救援“国家队”共收
到60面锦旗、19封感谢信。

每个看似简单的数字，还在不断
发生变化。

8月 2日上午，在位于卫滨区平原
镇的鑫鑫交通驾校，国家油气管道应
急救援廊坊队、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
救援青岛炼化队还在紧张联合作业。
青岛炼化队现场指挥王麦池说，两支
队伍投入 32名指战员、4辆每小时总
排量近 2000立方米的救援抢险车，已
昼夜不停作业两天半，预计当天晚上
就能完成作业。

“新乡险情不解除，我们坚决不撤
离！”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前方
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说，这是他们作为
抢险救援“国家队”的使命担当。③5

□本报记者 王绿扬 本报通讯员 王孟鹤

他的志向，是在战场上发挥关键作用，完成最艰难的
任务；在训练场上，他冲锋在前，实现着自己的军旅梦
想。他，就是中部战区某部特种作战第一连连长王晓磊。

日前，在某训练基地，记者见到了高高瘦瘦、脸庞黝黑
的王晓磊，他正指挥特战连进行伞降装具检查，为即将开
展的训练做准备。在这次训练中，他像往常一样，第一个
从高空跳伞。战士们说，各种训练，连长都会冲在最前面。

“军人只能在战斗中被摧毁，决不能被打败。”王晓磊说，
这句话是他的座右铭。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他从一名
军校生，成长为一个全能型特种兵“兵王”、一名特战连连长。

2012年，王晓磊从军校毕业，毅然选择加入特战部
队。集训后，他来到基层带兵。当时，他的特战技能并不
出众，训练还要依赖班长。“特种部队是强者的世界，如果
自身不硬气，带兵打仗就没有底气。”不甘人后的王晓磊
向一个个训练课目发起挑战。

“特种兵的特，体现在体能特别猛、技能特别溜、血性
特别足，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训练特别苦、课目特别多、难
度特别大。”这几个“特别”，给王晓磊留下的是满身伤疤，
头、胳膊、大腿，都“戴”上了军人的“勋章”。

2013年年初，全军举行“砺刃—2013”特种兵比武，
王晓磊第一时间递交了“请战书”。“为了这次比武，我们
集训了6个月，不仅课目多，训练量还非常大。”王晓磊回
忆，集训进行到后期，由于体能消耗过大，几个二十几岁
的大小伙子连路都走不成，但是一站在起跑线前，大家就
立刻“满血复活”。最终，王晓磊从集训队里脱颖而出，代
表集团军参加全军比武，并在综合战斗技能中取得攀登
第三名、目标定位第二名的优异成绩。

入伍不到一年，王晓磊就已经精通伞降、狙击、潜水、
攀登等多项特战技能，将自己锻造成一把“特战尖刀”，“我
会把这些技能和经验全部教给连里的每一名官兵。这是
传承，我必须做到。”

是尖刀，就要磨得更快。2017年 10月，特战旅在塞外组织“地狱周”综合
演练，要求每个连队由排长带队，组建一个12人特战小队。身为连长的王晓
磊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以小队指挥员的身份参加演练。

“地狱周”综合演练历时七天六夜，行程300公里，包括长距离武装泅渡、
渗透、定点侦察、水上射击、山地伪装设障、丛林战斗射击、山地负重行军等课
目，每天都有特战队员因伤退出演练。

演练进行到第三天，大家已十分疲惫，晚上 10点刚搭好帐篷休息，12点
就被叫醒执行新的任务。“我们用 26个小时行程 60多公里，中间还完成了很
多战斗课目。”王晓磊说，超高强度的演练虽然一次次冲击着他们的生理和心
理极限，但队员们非常团结，咬着牙拼到最后。最终王晓磊所带小队全员完成
了20多项课目的考核，获得第一名。

在王晓磊的带领下，他所在的连队荣立集体二等功两次，两次被集团军表彰为
“基层建设标兵连”，他也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三次，2020年被中部战区陆军评为
“优秀共产党员”，被旅队表彰为“响箭先锋”。“我们特战旅又叫响箭特战队。我愿做
一支响箭，时刻引而待发，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直抵靶心。”王晓磊说。③5

“国家队”奋战新乡抢险救援一线

“险情不解除，我们不撤离！”

八天八夜，救援转移41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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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 周晓荷）
8 月 2日，记者分别从省高级人民法
院和省人民检察院获悉，因疫情防控
工作需要，自当日起，省高院和省检
察院暂时关闭诉讼服务中心立案、信
访大厅和12309检察服务中心，恢复
时间视疫情和防控要求确定并通知。

疫情防控期间，当事人、诉讼代理
人可通过河南法院诉讼服务网、移动微
法院、12368诉讼服务热线等平台办理
立案、案件查询、网上调解、申诉信访等
事项。开庭、听证等诉讼活动原则上也
采取线上方式进行，承办法官会主动与
当事人联系，告知具体开庭时间和方
式。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因感染新冠肺
炎正在治疗、隔离或受疫情防控影响不
能参加诉讼的，可申请延期。

当事人因疫情防控不可抗力不
能在法定期间内申请再审、强制执行

的，诉讼时效应当中止。从中止时效
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
续计算。

省人民检察院暂停接访期间，群
众可以登录12309中国检察网，根据
系统提示完成注册和反映诉求操作，
还可用手机下载“检察 12309”APP
或关注“12309 中国检察网”微信公
众号完成以上操作。

（0371）12309 检察服务热线在
工作日8：30—11：30、15：30—17：30
开放，可提供法律咨询、案件进展查询
等检察服务工作。群众也可以将控告
申诉材料、身份证明以及法律文书等
材料邮寄至：郑州市郑汴路 134号河
南省人民检察院，邮政编码：450004。

记者另外获悉，自当日起，郑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和郑州市人民检察院司
法服务也暂时改为线上进行。③7

14支国家专业队几乎参与了新乡所有重大“抢险战役”，图为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长庆队在抢险中。 张肖锋 摄

省高院、省检察院

司法服务暂时改为线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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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打造科创新高地

60多年，跨越一甲子的时间，涧西
不仅迎来了新中国工业发展的曙光，更
经历着工业转型升级，践行着工业创新
驱动和高质量发展的脉动。

从“嫦娥”飞天到“蛟龙”潜海，从盾
构钻地到军舰遨游，“天眼”探空，“墨
子”通信，“玉兔”登月，C919展翅，“复
兴号”飞驰，上天遁地，搏浪翔云，大国
重器撑起民族脊梁，国之重器也烙上涧
西印记，引领传统制造业迈向中高端。

漫步在西苑路，涧西区深厚的工业
底蕴、向上的蓬勃活力和焕然一新的城
市面貌，让人耳目一新。众多国家级科
研院所（校），数万科研人才密布，俨然
是洛阳的“硅谷”。

资源优势如何转化为创新发展的优
势？对涧西来说，这是一道“必答题”。

近年来，涧西区高标准谋划科技创
新引领型项目，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
攻坚。通过重点领域先行、龙头企业带
动，聚焦先进装备制造、机器人及智能
装备、智能农机、高端轴承等领域，实施
一批重大创新项目，着力突破一批共性
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实现产
业高端化发展。

以涧西企业为主体承担省自创区

产业集群专项 6项，省创新引领专项 2
项，占全省 40%。其中洛轴 LYC承担
的“时速 350km 高速铁路轴箱轴承关
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解决了高速
度、长寿命铁路轴箱轴承研发中的多项
技术难题，最终将替代进口，满足我国
高速铁路轴箱轴承完全自主化需求。
中铝洛铜承担的“结构—功能一体化头
饭合金新材料制备关键技术研究及产
业化”项目，攻克了我国框架材料内应
力、板形控制这一行业共性难题，实现
了进口替代。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
所孵化的中科慧远视觉技术（洛阳）有
限公司聚焦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助力
工业检测领域的自动化进程，在计算机
视觉、精密微装配等方向上形成了一系
列创新性成果，并在我国的“神光”系列
重大装置中得到成功应用等。

加快创新资源丰富积聚

“开工！”7月 10日，洛阳市重大项
目“开工一批”活动在涧西区东旭光电
新材料及氢能电机装备产业园项目建
设现场举行。当日，涧西区参加全省
2021年重大项目“三个一批”活动集中
开工项目共16个，总投资121.7亿元。

今年以来，涧西区牢固树立“项目
为王”鲜明导向，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

工作主抓手，谋划实施了总投资 1439
亿元的 261个重大项目，以开展“万人
助万企”活动为抓手，聚精会神抓项目、
促投资、增动能，以高质量项目建设为
涧西高质量发展赋能。

围绕“一带一路”、洛阳市产业规
划，涧西区加快构建“333”现代产业体
系，聚焦先进制造业主攻方向，在延链、
强链、补链、固链上持续发力，以中信、
一拖、河柴、洛耐等大企业为基础，先进
制造业千亿产业集群正在加速崛起，不
断拓展国际市场。紧盯世界五百强，国
内行业龙头企业，围绕洛阳市产业规
划，招引洽谈一批先进装备制造、数字
信息企业，如航天科技、云弧科技、河南
省信息产业投资集团等企业。

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和现
代创新体系建设为契机，大力实施创新
主体、创新平台“双倍增”行动，重点围
绕主导产业着力培育形成一批主业突
出、行业引领能力强、具有核心自主知
识产权和市场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

为有力推进涧西实现创新发展、转
型发展、高质量发展，涧西区在洛阳先
进制造业集聚区内打造了占地 2.48平
方公里的“洛阳新材料及智能装备科创
小镇”。科创小镇围绕新材料和智能装
备制造两大主导产业，已入驻企业800

余家，孵化产业化企业30余家，中科慧
远、尖端技术研究院等企业发展迅猛。

由于业绩显著，2020年 6月，被国
家发改委列入全国特色小镇典型经验
推广，是我省唯一入选案例。预计通过
3-5年的发展，小镇内产值约150亿元，
可实现税收约5亿元，增加就业岗位约
3万余个，高新技术企业300余家。

全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作为以传统制造业见长的涧西区，
在新形势下如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尤
其考验发展智慧。

涧西区提出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以经济发展高质量为目标，着力推动涧
西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制定了转型发展
路线图。“十四五”开局之年，涧西区明
确提出“以‘三区两中心一枢纽’为发展
定位，以‘四新两特三争先’为目标要
求”，吹响了“建功新征程、绘就新涧西”
的嘹亮号角。围绕洛阳市“97193”合
理有效投资行动计划，谋划推进重大项
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的
动力。

涧西区切实加快“龙头型”企业培
育，重点遴选一批规模扩张快、税收贡
献高、技改势头猛的产业龙头企业，实
行“一企一策”个性化培育，支持辖区企

业做大做强。
提速发展服务业。加快传统服务

业的提档升级，重点推进万达广场、王
府井购物中心等核心商圈提升品质；重
点抓好云峰国际、E953等城市综合体
建设，打造涧西商贸商务新板块；重点
推进楼宇经济发展。

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涧西区
着力以创新催生新业态，鼓励企业增品
种、提品质、创品牌，大力发展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推动制造业与
互联网融合发展，组建工业互联网联
盟，加快实施机器人及智能制造、新材
料等新兴产业重大专项；着力以区域中
心打造新业态，围绕地铁一号线、谷水
综合交通枢纽等重要节点，优化各类业
态布局，推动新业态发展。

目前，先进制造业产业集聚区累计
进驻企业 1068家，主导产业集群企业
536家。该产业集聚区已经形成重型
装备制造、农机装备制造、动力装备制
造和轴承四大产业集群的高端装备制
造业。

“涧西区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大
力实施‘创新产业双驱动’发展战略，着
力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力争在建强
副中心、形成增长极中展风采。”涧西区
委书记牛刚说。

洛阳涧西区 强化科技创新引领 全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工业作为涧西的支柱产

业，不仅挺起了涧西发展的

“脊梁”，工业品牌更是大放异

彩，享誉海内外。从“一五”期

间，全国 156个重点建设项目

6个在涧西“安身立户”，到如

今“河南工业看洛阳，洛阳工

业看涧西”的盛誉有嘉，涧西

在满怀期待中提出，抓好“创

新产业双驱动”，利用科技创

新打造千亿级先进装备制造

产业集群。

今年以来，涧西区提出，在

“十四五”期间全力打造“千亿

强区、首创之区、品质涧西”的

战略目标，按照“项目为王”的

要求，突出结果导向，通过新发

展理念的引领，打造千亿元级

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创新产

业双驱动”必将助力涧西在洛

阳都市圈建设中勇攀高峰。

□田宜龙 范坤鹏 闫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