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近中原

大工匠▶▶▶

“工者谓之精，千雕万琢，心

承之而不折；匠其运乎神，一创一

造，思新之如春江。”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离不

开每一位技术工人的开拓与创新；锚定“两个确

保”、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绚丽篇章，更离

不开各行各业践行工匠精神的人。

在千千万万河南劳动者之中，有一群“中原大

工匠”。他们是耐得住寂寞的坚守者，数十年如一

日，精益求精，用丰富经验和创新精神助力行业发

展。他们身上，无一不闪耀着“执着专注、精益求

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之光。今日

起，本报推出“走近中原大工匠”专栏，讲述他们的

匠心故事，感受他们的时代风采。③9

开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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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绿扬

“都来看看，消弧开关专用操作杆做好了。”4月 30
日下午，在国网郑州供电公司电力保障装备中心，王云
龙招呼几名徒弟围拢过来，大伙儿蹲在地上，研究起这
个由王云龙设计研发的新工具。

“原来我们安装消弧开关，需要穿上厚重的防护服
用手操作。这个装备增加了绝缘杆，可以替代防护服，
用熟之后操作更快，也更安全。”王云龙一边向记者解
释，一边和徒弟们商量如何改进。“杆子应该再短点”“应
该做成可拆卸的”……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热烈讨论着。

王云龙是国网郑州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班长、副主
任检修师。带电作业，需要在不断电的状态下，在 10千
伏的高压线路上进行清障、检修、隐患处理等作业，危险
系数极高，因此这个工种被称为电网“特种兵”。在河
南，王云龙是这群“特种兵”里的“一哥”。

今年 43岁的王云龙，1999年从部队转业成为电力
系统的一名新兵。经过进修，2002年他进入国网郑州供
电公司带电作业班。“由于风险高、难度大，在当年的课
程中，带电作业是唯一没有理论教学的科目，必须要靠

‘老带新’，跟着师傅学习。”他说。
带电作业意味着要在高空作业，还要和10千伏高压

“亲密接触”。怕么？面对记者的提问，王云龙笑道：“一
开始觉得在高空环境会有点不适应，但咱是当兵出身，
胆子大，没啥害怕的。”

从在地面看着师傅干，到爬上电线杆跟着师傅学，再到独立完成带电作
业，这个过程一般需要一年，胆大心细的王云龙只用了半年。他清楚地记得，
2002年在郑州市城东路的一次检修中，他完成了一次带电接火。“那是第一次
独立完成作业，当时挺高兴，觉得终于出师了。”王云龙说。

就这样，在带电作业班，他一干 20年，记不得爬过多少次线杆，数不清参
加过多少次抢修。在普通人看来危险又艰难的任务，王云龙做起来举重若轻：
春天，高压线上挂着风筝，一旦下雨，湿透了的风筝有可能造成短路，王云龙穿
着防护服爬上高压线，十几分钟就将风筝扯掉，排除了隐患；（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石可欣
本报通讯员 王鹏 左紫宁

疫情来袭，省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挺
身而出，他们就地报到，争分夺秒；他们坚
守岗位，披星戴月；他们参与志愿服务，热
情贴心……让我们一起聚焦疫情防控中的
省直机关党员群体。

“我报到”为群众办实事

5月 5日早上 7点多，省民政厅机关党
委副书记张艳就来到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
街道甲院社区，穿好防护服、戴好防护面
罩，准备开始一天的检测录检工作。

郑州73号通告发布后，省委直属机关

工委第一时间发布《省直疫情防控志愿服
务活动倡议书》和《关于落实“双报到”机制
助力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一时间，“我
报到”的声音在各个社区回响。

在郑州本轮疫情防控中，除了像张艳
这样的个人志愿者，还有“家庭版”志愿者。

冯淑彬是省文旅厅的工作人员，爱人
肖锋是省妇联的工作人员，两人 5月 3日
晚上就一起报名做社区志愿者。

肖锋告诉记者：“作为党员，就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在上大学的儿子也在
开封当起了志愿者，助力疫情防控。”

社区“吹哨”，党员报到。截至目前，1
万多名省直机关党员干部就地转岗，成为

“保安”“外卖员”“搬运工”，他们挺身而出，
亮出党员徽章，积极参加所在社区的志愿

服务，在大考中彰显责任担当。

“我执勤”为群众守“关口”

抽空吃饭睡觉、10 多个小时连续执
勤、持续在岗在位……这是省公安厅高速
交警总队一支队支队长张怀新和他 26位
同事20多天来的生活写照。

按照常规，张怀新和同事们执勤3天就
可以换班了。然而 4月 14日准备交接班
时，他们负责的驻地航空港区发生了疫情。

接到任务后，他带领在岗的民警迅速
成立党员突击队，负责值守管辖的郑州南
站收费站和京港澳高速新郑收费站，保证
执行勤务不断档。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

作为历史名城，南阳曾高光频频，
尤以战国末年到两汉三国为最。说到
与南阳有关的典故，最知名的无疑是

“三顾茅庐”。
“南阳一个值得三顾的地方”，从

许平南高速公路南阳站下站而来，在
一众花团锦簇中，这一标语分外醒目。

满地遍开月季花，绿水绕城映玉颜。
“五一”假期前后，正是南阳月季

争奇斗艳的时节，一座座崭新的主题
场馆、特色游园，引得游人流连赞叹：

“南阳越来越漂亮了！”
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市民，感触更

加深刻：河与城相依、花与城相融、绿
与城相拥，生态之变，让南阳颜值更
高；公园游园星罗棋布、绿道步道纵横
交织、绿地湿地交相辉映，宜居之变，
让南阳气质更佳；以前瞻 30年的视野

规划引领全市域一体化布局，格局之
变，让南阳未来更美……

短短数月间，在高质量高起点建
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征途中，南阳正
因日新月异的城市之变引人注目。

品质之变

5月 3日，在宛城区汉城河水岸一
侧，正在散步的市民曹红艳感慨：“如
果你以前没来过，你咋也想不到这儿
以前是条臭水沟！”

曹红艳提到的“臭水沟”，如今一派
诗情画意：一条水廊横跨水面，护坡绿草
茵茵，岸上步道树影、花墙交映间，有八
角亭、景观石点缀，有孩童在嬉戏、追逐。

汉城河是南阳八条内河之一，汉
城河之变也是南阳城市面貌飞速蝶变
的一个缩影。

这是一场引人注目的城市之变。
去年以来，新一届市委、市政府围绕省

第十一次党代会“支持南阳建设副中
心城市”的重大战略部署，立足新定位
谋篇布局，把市域建设提质作为城市
发展变革的第一声“春雷”。

作为城市更新提质的重要抓手，去
年12月起，南阳集中力量开展“清洁城
市、美化家园”“1050”两项专项行动，坚
持完善提升城市基础设施与规范整治
市容环境“两手并重”，对影响市容市貌
的“堵点、乱点”和城市基础设施滞后的

“痛点、难点”进行“彻底手术”。
大刀阔斧的专项行动中，一块块

“硬骨头”被啃下，一个个痼疾被根除。
滨河路黄龙庙段，20多年的“卡脖

子”路拓宽成 6车道；建成近 30年、已
成险桥的淯阳桥被爆破拆除，全新设
计的新桥即将飞跨白河……

“动脉”越通畅，城市越有活力。
去年以来，中心城区打通了历史遗留
的 7条“断头路”，新竣工道路 7条，并
新建和改造了多条主次干道。

今年，南阳市还计划投资7亿元用
于打造独山大道等5条特色商业街，让
通畅的道路环境更加优美，进一步拉
升城市的幸福指数。

从“改差补缺”到品质再造，从“整
容换脸”到涅槃重生，从粗放增长到优
雅成长，城市更新提质，迎来了一个崭
新的南阳。

宜居之城

漫步南阳街头，你会发现，这是一
个几乎没有围墙的城市。

随着“无围墙城市”工程实施，市
委、市政府机关大院率先“拆墙透绿”，
城区公建单位紧随其后……

没有了围墙，沿街单位和居民区
也一起实行了拆墙透绿。昔日围墙高
耸的机关大院，变成了一个个清新自
然的袖珍公园。

（下转第三版）

昔日三顾地 今朝宜居城
——南阳全力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

“我是党员，我来报到！”
——疫情防控中的省直机关党员特写

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全文详见河南日报客户端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意见分为总体要求；科学把握功能定位，分类引导县城发展方向；培育发展特

色优势产业，稳定扩大县城就业岗位；完善市政设施体系，夯实县城运行基础

支撑；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增进县城民生福祉；加强历史文化和生态保护，提升

县城人居环境质量；提高县城辐射带动乡村能力，促进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

深化体制机制创新，为县城建设提供政策保障和组织实施等九个方面。

据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
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

键支撑，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

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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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晨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蒋晓芳）5 月 6日，记者走
进位于鹤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
中检集团鹤壁检验检测产业园，只见
逾千平方米的食品安全检测实验室
内，多台检测仪器正在对食品中可能
含有的添加物和污染物进行检测。

“我们产业园从入驻到正式投产，
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目前，检测中心、
技术服务平台、实验室均已投入使用，
已具备食品、食品接触材料、金属材
料、矿产品等检验检测能力。”该产业
园负责人李程感慨道，项目落户速度
如此之快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快”，究竟从何而来？答案写在
鹤壁市坚持严把关、优服务、快审批，
全力为重点项目建设保驾护航之中。

今年 3月，为进一步加快推进全
市重大项目建设，鹤壁市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重大项目审批服务“擂台赛”
活动，以市直部门 4个党员打擂小组
和 8个县区联动打擂方式进行，以打
擂小组对口服务县区重大项目前期
手续办理和政策培训、服务创新等为
评比内容，坚持一月一评比，旨在通
过审批职能部门党员“登台打擂”、同
场竞技，提速项目审批办理，为企业

发展赢得先机。
“3月中旬，示范区邀请我们参加

审批政策培训会，市发改委、市生态
环境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住建
局 4家单位就项目立项、环评、用地、
施工许可等手续办理作辅导报告，并
对项目审批手续办理中的难题进行
集中‘把脉’、对症‘下药’，极大缩短
了审批时间。”李程告诉记者，如此高
效的审批服务，更加坚定了他们扎根
鹤壁干事创业的决心和信心。

记者了解到，自重大项目审批服
务“擂台赛”活动开展以来，各打擂小
组累计开展手续办理会商研判 38
次，组织政策培训交流 19次，形成有
效创新举措 6项，全市重大项目前期
手续办结率达 95.5%，其中，省市重
点项目办结率96.5%。

“打擂是方式、是载体，关键看政
策培训是否到位、事项办理得快不
快。”鹤壁市发改委副主任、鹤壁市重
大项目建设“三个一批”工作指挥部
办公室副主任万学锋表示，他们将以
此活动为载体，持续大胆创新，促使
跨层级审批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
得以有效解决，确保全市重大项目审
批手续办得快、落得实。③9

“服务打擂”促项目
鹤壁审批再提速

《河南省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

03│要闻

5月6日，党员志愿者在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街道通信花园社区核酸检测现场开展服务。⑨3 聂冬晗 刘书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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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王烜）“老李，这是你下单买的青菜，
新鲜着呐！”5月6日上午，在许昌市魏都区
文峰街道文峰社区东方米兰小区，社区党
建网格员张晓建给2号楼的居家隔离居民
送去新鲜蔬菜。

文峰社区有 25个小区、7000 多名居
民，设党建网格9个、网格员58人。“疫情防
控是对基层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文峰社
区党支部书记贺婵说，“我们在各小区都建
了为民服务微信群，居家隔离群众每天要
买的生活用品，在群里报一下，由社区网格

员集中采购后，当天就能逐户送达。”
5月初，许昌市新一轮疫情发生后，许

昌市委、市政府迅速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响
应，科学精准划定封控区28个、管控区117
个。如何在做到“应隔尽隔、不漏一人”的
同时，满足居家隔离群众的生活物资需求？

“我们的‘小’网格发挥大作用，打通了
小区通往居家隔离群众家中的‘最后一
米’。”魏都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明虎介绍，
魏都区地处许昌市主城区，在设立200多个
市场保供点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社区党建网格和广大志愿者作用，采取

“居民点单、帮办员跑腿”的方式，服务上门。
关键时刻，党员干部冲在前面。许昌市

委组织部下发了《关于组织机关基层党员干
部就地转化为疫情防控志愿者的通知》，全市
机关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迅速行动
起来，通过设立党员先锋岗、开展党员志愿
服务等，让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想买吃的用的，只要在微信群里‘点
单’，就有人统计汇总、跑腿采购，服务到
家。”66岁的“老许昌”赵家铭说，“看着为
一家一户服务是小事，可千家万户汇总起
来，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③9

许昌打通保供“最后一米”

党建网格员变身“服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