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航新征程百年路

9月 21日，郑许市域铁路
新郑机场站至遵大路站区间，
中铁五局作业人员将最后一
个钢轨接头成功焊接，标志着
新郑机场至许昌市域铁路工
程郑州段全线轨道贯通，这为
2022年底郑许市域铁路全线
通车运营创造了条件。⑨4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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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晴

9月 16日，在中国质量（杭州）大会

上，中铁装备获得中国质量领域最高

奖——中国质量奖，这是中国隧道掘进

机行业第一家获得此奖项的企业，也是

河南省首家获得此项荣誉的企业。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

2014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铁装备

视察时指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

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

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为中国制造高质

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把

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装备制造业成为我省首个

万亿级产业，以中铁装备为代表的多项

“河南制造”跨出国门，成为代表中国制

造的国家名片，洛阳智能装备等一批产

业集群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机遇性、竞

争性、重塑性变革中确保入局不出局，

创新是题中之义。9月 12日，在土耳其

奥日欣矿业公司的中厚煤层工作面内，

由郑煤机制造的集支护、掘进、运输协

同连续作业功能于一体的“采煤神器”

联调联试。郑煤机再创“中国第一”：自

主研发的首个煤机智能化综采设备走

出国门，远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曾

经是传统产业的代表，郑煤机依靠技术

创新，换道智能制造赛场，在全球化激

烈竞争的行业背景下，重获新生。

创新当头，换道领跑。锚定“两个

确保”，全面实施“十大战略”，换道领跑

战略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近日，

《2021年河南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揭榜

挂帅活动实施方案》印发，重点突破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痛点”“难点”问

题，引领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水平。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高

度密集活跃期，每一次核心技术成功攻

关，都可能预示着新产业、新业态诞

生。河南工业经济总量连续数年稳居

全国前列，但传统产业基数大，需要补

链延链强链，育新与提旧并举。优中培

新、有中育新、无中生有，以前瞻30年的

眼光谋篇布局未来产业，抢滩占先新兴

产业，高位嫁接传统产业，才能在新一

轮产业变革中走在前列，抢占制高点。

项目为王，牵住“牛鼻子”。抓项

目就是抓发展，没有重点就没有全局，

任何工作都要牵住“牛鼻子”，以重点突

破带动全局整体跃升。前不久，河南超

过 1.38万亿元的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开

工、投产，其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项目

和创新驱动能力提升项目占了很大比

重。十代高端显示盖板材料项目达产

后可年产 2000 万平方米盖板，实现年

营业收入 23亿元，超薄玻璃、氢能电机

装备、高端智能手机主板生产线……

从项目切入、以项目推动、用项目支

撑。坚持推进“三个一批”，深入开展

“万人助万企”活动，我省正从一个个具

体项目中，不断催生调结构的突破点、

新动能的生长点和稳增长的关键点，

推动制造业迈向产业链、价值链的更

高环节，努力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

际双循环中成为关键环、中高端。

全力打造人才高地。人才与产业

关乎一个地区的核心竞争力。数据显

示，河南虽然具有显著的人口规模和

劳动力供给优势，但高技能人才只占

从业人数的 4.6%。在优化人力资源结

构、提升人才层次上下大功夫，加快建

设技能河南正当其时。以产业发展、

企业需求为导向，让人才梯队建设跟

得上产业升级的步子，实现“人才链”

与“产业链”的耦合，才能为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对于河南来说，制造业是根基也

是未来。以高标准引领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需要我们在新旧动能转化、产业

转型升级、促进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等

方面下非常之功、用恒久之力。阶段

不能逾越，但台阶可以跨越，保持战略

定力，加压奋进，既步步为营、久久为

功，也只争朝夕、倍道而进，河南制造

业就一定能直道冲刺、弯道超车、换道

领跑，推动我省经济发展向着“大而

优、大而新、大而强”和“高又快、上台

阶”不断迈进。2

□本报记者 谭勇

今年我省海河流域卫河水系发
生了大洪水，先后启用了 8个蓄滞洪
区，暴雨洪水共造成全省 2.77万处水
利工程设施水毁。蓄滞洪区受灾群
众如何补偿？补偿资金何时发放？
如何补齐我省防洪工程体系短板？9
月 18 日，本报记者采访了省水利厅
厅长孙运锋。

确保补偿资金 12月 15
日前发放到户

今年我省蓄滞洪区运用补偿范围
涉及安阳市的文峰区、安阳县、内黄
县、汤阴县、滑县，鹤壁市的浚县、淇
县，新乡市的卫辉市等 3个市、8个县
（市、区）；补偿对象为具有蓄滞洪区内
常住户口的居民，针对土地流转情况，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实际经营者
为补偿受益人；补偿标准按国家补偿

标准的上限核报。
“目前，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补偿

对象已基本确定，蓄滞洪区淹没登记
调查工作已基本完成，下一步经各级
审核后，报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审定，确
保 12 月 15 日前将补偿资金发放到
户，让人民满意。”孙运锋表示。

加快水利基础设施恢复重建

在应对 7 月份的特大暴雨洪水
中，我省防洪工程体系发挥了巨大作
用，但同时也受到重大损失，全省有
2.77万处水利工程设施遭到损毁。

孙运锋表示，立足当前，兼顾长
远，省水利厅编制了特大暴雨灾后水
利基础设施恢复重建专项规划，涉及

各类受损工程修复、病险工程除险加
固、河道系统治理等。

明年汛期前，以影响防洪安全的
水毁工程为重点，实施水库、河道、水
闸、蓄滞洪区等多个项目建设，基本恢
复水利工程防洪能力。

“十四五”期间，以补短板提能
力为重点，谋划了病险水库水闸除
险加固、卫河（共产主义渠）和贾鲁
河系统治理、南水北调中线防洪影
响后续工程建设、中小河流及重要
支流治理等建设项目，可全面提升
工程防洪能力。

建立系统完善的防洪工程体系

“针对特大暴雨洪水暴露的薄弱

环节，对标‘构建兴利除害的现代水网
体系’，坚持系统观念，遵循防洪规律，
通过‘上拦、中蓄、下排’相结合的方
式，建立系统完善的防洪工程体系。”
孙运锋说。

孙运锋介绍，为高标准推进蓄滞
洪区安全建设，我省按照上级安排开
展海河流域蓄滞洪区建设，包括良相
坡、柳围坡、崔家桥、长虹渠、白寺坡、
共渠西、广润坡等 7个蓄滞洪区。淮
河流域蓄滞洪区批复工程总投资10.4
亿元，包括老王坡、杨庄、蛟停湖、泥河
洼等 4个蓄滞洪区建设，涉及驻马店
市、漯河市、新蔡县等3个市县。

“今年海河流域 9处蓄滞洪区启
用了 8处，水利部、海委正在根据运用
情况重新进行调研，进一步修订完善
相关规划。”孙运锋说，目前，海河流域
蓄滞洪区进退洪控制设施不完善，部
分采用的是扒口分洪，后续计划增设
相关控制工程建设，确保蓄滞洪区运
用更加科学、精准。③9

□本报记者 石可欣 陈小平

省委工作会议把“全面深化改革
战略”作为“十大战略”的托底性、支撑
性、保障性战略，明确指出，实施“十大
战略”，要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围
绕实现“两个确保”，如何用足用好改
革这个关键一招？全面深化改革将从
哪些方面发力？9月 15日，记者采访
了省委改革办副主任王旭。

“近年来，我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
为中原更加出彩的关键一招，推动各
领域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先后出台省
级各类改革方案 928件，为全国全面
深化改革贡献了‘中原实践’。”王旭表
示，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目前，改革还
存在不全面、不深化等问题。

王旭解释，系统推进全面深化改
革，关键是围绕“深化改、全面改、改什
么、怎么改”持续发力。当前，省委改
革办正在组织研究制定创新发展综合
配套改革方案。围绕落实“十大战略”
确定的各项任务，认真分析各方面体
制机制障碍，综合提出有针对性、操作
性、协同性的一揽子改革举措，以创新
发展体制机制的突破带动全面深化改
革，推动各领域各环节改革举措有机
衔接、有效贯通、有序联动。

王旭认为，深化改革应聚焦科技
创新、国资国企、放权赋能、开发区管
理体制、地方金融、要素市场化、党政
机构改革“后半篇文章”、事业单位改
革、民生领域改革等重点领域关键环
节，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梳理存在问
题、制定工作计划、实施攻坚突破，着
力拆壁垒、破坚冰、解痛点、疏堵点。

王旭表示，在改革过程中要牢固
树立结果导向，坚持躬身入局，对重大
改革实行项目化、方案化、清单化管
理，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抓好
改革落地落实。

具体来说，就是要紧盯年度各项
目标任务，扎实推动年初确定的各项
重点改革任务以及省委改革办 6项年
度责任目标任务落地落实。加快推
动牵头任务落地，会同有关方面指导
兰考推动“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
专项规划及行动方案尽快印发实施，
加快推动兰考融入郑开同城化进程；
加快推动《关于放权赋能支持郑州加
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意见》《关于
放权赋能支持洛阳建强中原城市群
副中心城市的意见》两个政策文件落
地落实，进一步向郑州、洛阳下放省
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强化政策、要
素等保障，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发挥
龙头带动作用；研究出台关于推进新
发展格局下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1+N”政策体系，推进县域综合改
革，推动县域经济“成高原”。严格执
行改革工作制度，运用好豫快办平
台，做好重点改革事项台账管理、督
察督办、典型选树等工作，保持抓工
作、抓落实的韧劲，不断提升改革工
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我们将在全面改革上做文章、在
深化改革上下功夫、在狠抓落实上见
成效，着力推动改革取得更多进展、更
大成效，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加快构筑确保高质量建设现代化河
南、确保高水平实现现代化河南的制
度基础。”王旭说。③5

锚定“两个确保”用好关键一招

喜迎党代会 阔步新征程
锚定“两个确保”交上出彩答卷

□本报记者 宋敏

道路应急抢险保通是推进灾后恢
复重建的优先任务。此前，省交通运
输厅制定了灾毁路段恢复重建时间
表，目前推进情况如何？9月 17日，记
者深入新乡、焦作两地，探访灾后恢复
重建中普通公路的现状。

位于焦作市修武县境内的 S234
山区段，一场大规模的路面整修工程
正在这里进行。

“这次整修的 S234山区段，约 15
公里，连接青龙峡、峰林峡等多个景
区。受此前强降雨影响，路面损毁严
重，多处发生山体滑坡。”施工队队长吕

征介绍，“我们会对松动的山体修筑护
面墙，对老化、沉陷的病害路面进行改
造提升。力争上冻前恢复正常通行。”

据了解，“7·20”强降雨造成焦作
市普通公路受灾里程 391公里，阻断
中断道路92条。目前，“八横十纵”干
线公路中断的2条已抢通，损毁的439
条农村公路已处置完毕。

“我们谋划了 79个、304.8公里普
通公路灾后恢复重建项目，38个项目
完成招标，19个项目已经开工。”焦作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英豪说。

沿 S227 林桐线卫辉山区段一路
走来，损毁路基修整正在有序进行，路
况虽偶有颠簸，但通行顺利。

在狮豹头水库，记者见到了卫辉
市狮豹头乡党委副书记闫凯。“当时
10处全长20公里的路段严重损毁，万
名群众与外界联系基本中断。”闫凯回
忆，“公路部门72小时不间断施工，抢
通了灾毁道路阻断点。”

“这次灾情也让我们发现一些新
问题，在后续恢复重建过程中，将全面
提高灾毁路段防大汛抗大灾能力，提
升受灾地区交通服务水平。”新乡市公
路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华海涛表示。

在探访过程中，记者发现一些路
段，虽无明显水毁迹象，但却被标注绕
行警示，特别是桥梁，存在安全隐患。

据了解，这些水毁隐患能被发

现，没有发生次生事故，得益于灾情
发生后，全省交通运输系统积极组织
专业技术力量，对受灾公路、桥梁等
设施进行全面检测，科学评估技术指
标和安全性能，分类建档并积极实施
整治。

据了解，我省初步确定普通国省
道灾后恢复重建项目78个、623公里，
估算投资39.5亿元，计划年内开工，争
取 2022 年 6月全部完成。农村公路
方面，全省恢复重建里程约 5300 公
里，桥梁2.6万延米，总投资123亿元，
恢复重建项目向重灾区倾斜，突出对
原有建设标准低、长度不足桥涵的改
造提升，提高防灾抗灾能力。③6

以高标准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在拉高标杆中争先进位（下）

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厅局长访谈

补齐水利工程短板 建立完善防洪体系
——访省水利厅厅长孙运锋

河南全面提升公路防灾抗灾能力

学学党史党史 悟悟思想思想 办办实事实事 开开新局新局

（上接第一版）更加深化了这种认
识——和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不仅是
理念和能力的差距，更是学习的差距。

“我们要通过引导党员干部学习新
理论新知识，关注新产业新业态，有针对
性地强化自身专业能力培养，努力做到
既专业又敬业，成为分管领域的行家里
手。”洛阳市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科长韩
雷介绍，结合“万人助万企”活动部署，按
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原则，
洛阳市委组织部在全省率先开办了优
化营商环境暨助企惠企专题培训班。

家中书桌旁、办公室里、通勤路
上……连日来，洛阳市党员干部通过
线上直播等形式收看丰富课程。首堂
课《“双招双引”——招商引资、招才引
智的策略与建议》，收听收看达18.2万
人次。课后，不少干部打趣道，这次精
准有效的“云充电”，是一场提升能力
的“及时雨”。

汝阳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办公室
负责人郭亚斐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
着学习体会：“专业化不仅看学过什么，
还要看干过什么。我们要把‘双招双引’
的实际成效当作这次培训的结业考试。”

一位基层干部回看了三遍录播内
容，颇有感触地说，原来只想着“物理

反应”，建个厂房、招点人才；一对标，
发现完全可以“化学反应”，科技创新
体系建设与城市产业升级、社会功能
拓展，营商环境再造大有潜力。

边培训边提升，洛阳市洛新产业集
聚区就如何开展“双招双引”进行了多
场“头脑风暴”。集聚区党工委委员、党
政办主任马学强透露，近期他们将赴西
安洽谈高端医疗装备制造项目，“争取
把主持项目的专家团队一起请来！”③9

一场跨越1500公里的“云充电”

成功学中有个“点滴时间论”，

对于点滴时间，抓住了就是财富，抓

不住就是流水。洛阳的“云充电”，

好就好在形成了时时学、处处学、人

人学的氛围，点滴时间里补课充电，

最勤奋的人拥有了最多的时间。“补

课”补的是理论之课，“充电”充的是

能力之电。党员干部带头来一场

“学习的革命”，自觉进行思想淬炼、

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才

能增强前瞻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

造性，在现代化河南建设新征程上

一马当先带动万马奔腾。③9

记者手记

贯通

本报讯（记者 郭歌 通讯员 朱佩
高丹）“第一次领略到龙门石窟的艺
术之美，感到非常震撼。”9 月 21 日，
在上海大学博物馆，前来参观“铭心
妙相”龙门石窟艺术对话特展的郑女
士说。这也是龙门石窟文物首次亮
相上海。

本次展览展出27件龙门石窟研究
院特藏和 16件当代艺术作品，包括珍
贵馆藏文物、“龙门四品”拓本以及3D
打印佛龛等精美艺术品，涵盖北魏书
法、唐代造像、现代绘画、装置艺术等方
面，以创意的策展理念为架构，在展览
空间上演一场跨越时空的奇妙对话。

龙门石窟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
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评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展出的最大的一尊佛坐像来自唐
代，高度近 2米；还有一尊唐佛立像是
在国内首次展出，该像身姿挺拔伟岸，
表情恬静洒脱，比例恰如其分，是盛唐
时期佛教雕刻艺术品中的上佳之作。

展览还带来古阳洞北壁上层、距
地面 5米的“杨大眼造像龛”“魏灵藏
造像龛”等三龛的 3D打印复制品，涵
盖了古阳洞近百佛龛的诸多特点，装
饰华丽，龛的外形、龛楣和龛额的设
计也丰富多彩、变化多端。尤其是龛

楣的联珠纹、葡萄纹、忍冬卷草纹雕
刻，彰显了西域传统艺术题材的深远
影响。

据了解，该展览也是河南省文物
局和上海大学在文博领域战略合作框
架下的首个工作成果。河南省文物局
局长田凯在致辞中表示，未来双方将
在考古发掘、研究阐释等文博事业发
展领域持续互动合作。③9

龙门石窟文物上海首展
千年馆藏与当代艺术展开时空对话

这是在本次展览上拍摄的龙门石
窟文物佛坐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