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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晓荷

靳荣兴，是第 26届“河南青年五四
奖章”获得者、中铁七局海外公司刚果
（金）地区商务经理。2015年 23岁的她
受公司派遣赴非洲工作。

5月 13日记者拨通靳荣兴电话时，
她正在微信上跟刚果（金）的同事、票商
沟通项目和机票事宜。她原本刚刚结
束连续两年在海外的紧张工作，公司给
她放了长假，可她却闲不下来。“同事们
在‘前方’，我在‘后方’，自然得多承担
一些。”她说。

2020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全球。在国内疫情稍微好转一点的 3
月，靳荣兴就提前结束假期，逆行返
岗。受疫情影响，国际航班接连熔断，
部门一度只有她一人在坚守，独自加班
成为那段时间的常态。

2018 年，陈薇院士带领团队来刚
果（金）参加埃博拉疫苗交流会，靳荣兴
被选中为陈薇团队提供翻译和向导服
务。“交流后我才知道，陈院士已多次深
入疫区了解情况，她能逆向而行、迎难
而上，我也能。”靳荣兴说。随着 2021
年刚果（金）雨季的结束，项目开发压力
加重，她和同事既要保证常规工作，又
要完成招投标任务。他们细致收集市

场信息、分析竞争对手，攻克了一个又
一个难关。

“每个海外派驻人员，都是一个窗
口。”靳荣兴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疫
情之初，她代表公司为当地学校、政府捐
赠防疫物资；在得知驻刚果（金）使馆招
募“春苗行动”志愿者时，她毫不犹豫带
领公司青年踊跃报名，承担接种引导、秩
序维护等大量工作，帮助万余人有序完
成疫苗接种，以实际行动彰显责任担当，
所在公司也荣获了使馆颁发的“杰出贡
献奖”。

在海外 7年里，靳荣兴完成了从职
场“小白”到商务经理的身份转变，仅
2021 年，她参与投标 42 个，中标项目
33个，新签合同额约2.8亿美元，地区经
营开发额再创新高。她参与了公司项
目从单一的公路工程到市政、矿建、房
建及矿山剥离工程的跨越发展，见证了

“一带一路”建设从“大写意”步入“工笔
画”的光辉历程，更感受到祖国践行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感受到了作
为一名中国人的骄傲自豪。

“如今，一批批年轻人加入我们的
队伍，我负责的部门 8个人都是 90后，
还有6个是95后。身在海外，祖国就是
我们的靠山；我们也会努力工作，不负
信任、不负期望。”靳荣兴说。③7

□本报记者 徐东坡

风云变幻难以捉摸，但有这么一位女士：追风逐
雨，想要预知未来天气……她就是河南省首席气象
专家张霞。

5月 11日上午，张霞刚刚结束 8天的值班，从
省气象台回到了家里。

“我们气象预报员都是 24小时值班制。当前
正值小麦灌浆期，由于前期我省降水较少，需要密
切关注降水过程，抓住有利条件实行人工增雨，还
要谨防出现强对流和大风天气，造成小麦倒伏。”张
霞说。

自 1991年从南京气象学院毕业后，张霞就一
直在天气预报业务一线工作，而今已有31年。

“当初选择气象专业，就是觉得气象学很神奇，
能观云识天，预知未来天气，为人们出行、生产、生
活提供帮助。”张霞笑着说，“事实证明我的选择很

对，这是个我热爱的职业，做准做细天气预报、做好
气象服务，一直是我的追求和目标。”

对岗位的热爱让张霞一心扑在工作上，她的预报
质量及业务综合考评连续多年名列全省前茅。“天气
预报要想做准做好，离不开日常的学习和总结。事后
来看，能做到提前预警、精细服务，得益于平时一点一
滴的积累。”张霞表示。

值班之余，张霞会抽时间大量阅读文献，了解
本省、黄河流域等不同地形地貌区的降水特征、形
势特点，做到心中有数。每次影响较大的天气过程
过后，她都会将过程复盘分析，总结经验，找寻未关
注到的影响因素和预报服务中存在的缺憾。

凭借日积月累练成的扎实业务能力，张霞成了河
南省气象行业创新工作室领衔人。她曾主持和参与
21项科研项目，其中“极端暴雨指数预报”“东移西南
涡暴雨预报方法”“淮河流域致洪暴雨预报技术”等科
研成果，为2016年“7·19”豫北特大暴雨、2018年 8
月“温比亚”台风极端风雨、2020年淮河流域致洪暴
雨等极端天气研判等提供了技术支撑，为决策服务和
抗洪救灾部署提供了重要科学参考，有效降低了灾害
损失。

张霞说，气象预报员都希望今天的天气预报就
是明天的实况。现代科技提供了海量的气象数据，
这对预报员来讲是好事，但也是幸福的烦恼。如何
在海量的信息中，快速提取到关键有效信息，在各
种不确定性里，敏锐地把握确定性的东西，考验着
每个预报员的“内功”。

“作为气象预报员，我们要做的就是敢于迎接
挑战，在纷繁中探索未知真相。”张霞说。③7

青春，奔跑在“一带一路”上

走近
中原大工匠▶▶▶

追逐风雨三十一载

宝武铝业技术攻关团队正
在进行课题攻关。 李聪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5月 10日，在位于三门峡市高新区的宝武
铝业公司冷轧厂气垫炉机组主控室，操作手紧盯屏
幕上的参数和机组监控画面，发出一道道指令，生
产现场张力辊和纠偏辊协同运行，薄薄的铝板在其
间顺滑地穿行。

“气垫炉连续热处理和表面处理生产线，是生
产铝合金汽车板时在热处理环节最关键的设备，
2021年 8月热负荷试车成功。”宝武铝业公司董事
长智西巍介绍说，这是目前我省唯一的一条铝合金
汽车板专用生产线，其顺利投运，打通了铝合金汽
车板生产流程的“最后一米”，产品已在用户中试用
并得到初步认可，将打破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这条生产线全面投产以来，宝武铝业已有近
30 个 新 产 品 快 速 投 放 市 场 ，成 功 地 试 制 出
4250mm超宽热轧板，生产的高端电池箔用坯料有
望替代进口产品，动力电池壳材料更是获得国内锂
电龙头企业的大批量订单。

宝武铝业的创新发展，离不开拥有近 1500名
研发人员的中国宝武中央研究院的技术和人才支
撑，利用“中国宝武三门峡铝基新材料研发中心”建
设契机，引人才、建平台、出机制，构建“总部+属

地”核心研发平台。在人才方面，公司引进素质高
能力强、专业分布合理的铝合金专业化研发团队，

形成了由 11名博士和 18名硕士以及行业资深专
家领衔的技术创新人才队伍。研发团队在上海完
成实验室先期研发的同时，更多时间在三门峡生产
现场承担产品工艺技术工作，与公司技术质量部一
体化运作，实现了从创新链到产业链的一站式打
通。

平台是基础，科技投入是动力之源。据了解，
宝武铝业投资 1000多万元建成了实验设备体系，
同步启动了三门峡市高性能铝基新材料开发与应
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2021年仅在产品开发
方面的科技投入就超过3600万元。

今年 2 月，宝武铝业获得奇瑞汽车的汽车用
5000系冷轧铝合金板《材料牌号认证证书》；4月，
又拿到 IATF16949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目前，商用车油箱、储气筒、乘用车隔热罩等产
品已实现批量稳定化生产，累计供货1500吨以上；
高品质气垫炉产品已完成小批量试制，并通过了济
南泰鸿、郑州东昇、苏州乐切、奇瑞新能源等多家客
户的试用，累计供货400吨以上。

智西巍表示，宝武铝业将构建“工程集成”“研究
开发”“持续改进”耦合的科技创新生态体系，打造成
为三门峡铝产业链向高端延伸的核心基地。③6

宝武铝业着力构建科技创新生态体系

打通铝合金汽车板生产“最后一米”

（上接第一版）
“去世时，焦书记身上到处是癌症

转移点，最后这些天他受了多大罪啊！”
杨璧卿说，焦裕禄去世后，病房里痛哭
声一片。医生们哭着说，焦书记您要是
早点来住院就好了，早点住院就能做手
术，就能再多活三年五年……

在整理焦裕禄的遗物时，医护人员
在他病床枕头下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
《毛泽东选集》，另一本是《论共产党员
的修养》。

那一刻，杨璧卿他们仿佛一下子懂
得了：为什么在最痛苦的时刻，焦书记
依然那么无私和坚强，为什么直到生命
的最后一刻，他心里装的还是老百姓唯
独没有他自己，他钢铁一般的意志，他
炽热滚烫的情怀，来自一生不变的信念
和信仰。

他心中没自己

“兰考就是我的家，走得再远，你也

不能不关心家里的事啊！”58年了，杨璧
卿还记得焦裕禄说这话时一脸关切的
样子。

住院期间，一听说兰考的乡亲们
要来了，病恹恹的焦裕禄马上就精神
起来。“咱那儿灾情怎么样”，“泡桐树
长得好不好”，“有什么困难需要解
决”，好久没回过“家”的他，有问不完
的话。

“他和乡亲们从来不谈他的病情，
说得最多的是泡桐树。”杨璧卿说，每次
乡亲们要走时，他都千叮咛万嘱咐，要
好好种树，要好好过日子，有困难了一
定要来找他……“我们都很心疼，都知
道焦书记是在强打着精神，等到乡亲们
一走，他就没劲儿了。他就是放不下兰
考，放不下兰考的老百姓啊！”

焦裕禄病逝后，医院建起了焦裕禄
展览馆。杨璧卿他们这些当年的医护
人员，满怀深情地对一代代年轻人一遍
遍讲述焦裕禄的故事……③5

传承就是最好的纪念

□本报记者 师喆 本报通讯员 刘耐霞

第26届“河南青年五四奖章”名单日
前揭晓，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七
研究所（以下简称“27所”）交会对接激光
雷达团队成为15个获奖集体之一。

摘得这份荣誉的，是一支由 26 人
组成、平均年龄仅 32 岁的年轻队伍。
喜讯传来，作为这支队伍的“掌门人”，
27所光电系统部党总支书记何铮进在
朋友圈这样写道：“振奋，自豪，期许，继
续加油！”

令他无限自豪的交会对接激光雷
达，如同茫茫太空中的一双“慧眼”，能
精准发现、识别并引导飞船与空间站等
其他航天器顺利“牵手”，最终实现交会
对接。

从 2011 年在神舟八号首次亮相，
到 2021年神舟十三号首次实现径向交
会对接，这款自主研发的交会对接激光
雷达不断创新突破，多次承担我国载人
航天任务。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我们走了整
整 20年。”回望走过的路，何铮进十分
感慨。而他更挂心的，是从跟跑者成为
领跑者后，如何继续走好未来的路。

如今，科技创新已成为河南发展的
一个关键词。作为“军工电子国家队”，

27所正发挥技术优势，积极布局光电探
测、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领域，助力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

“以前的产品都是几十公斤以上的
大块头，现在我们做的是公斤级甚至几
百克的轻量级产品，可以应用到很多领
域，比如现在市场上比较热的无人驾驶
等。”光电系统部研发人员张福领向记
者展示手中不足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型
激光雷达。

个头虽小，这却是一款实现核心技
术 100%自主可控、能抢占未来技术高
地的重磅产品。预计 2025 年，这款微
型激光雷达可实现批量生产，产业推广
规模可达数百亿元。

以人工智能技术提高复杂环境下
光电装备目标感知等性能，助力数字化
城市治理；探索激光远程探测领域，提
升装备在复杂电磁环境的抗干扰生存
能力……目前，27所已在多个新兴产业
领域开展攻关，在新产品与新技术开发
中，“自主可控”的理念始终贯穿技术研
究与产品开发全过程。

展望未来，何铮进有许多期许：“希
望能培养更多优秀的青年人才，实现更
多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打造更多能发挥
关键作用的‘慧眼’，引领河南新兴产业
看得更远、走得更稳。”③8

为河南打造更多“慧眼”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姬姣姣）5月 13日，记者获悉，焦作市生态环
境局执法部门近日对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
额的武陟县某热电企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并处
以2万元罚款。这是《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
行）》从2021年2月1日施行以来，我省查处的首
例碳排放配额未按时清缴的环境违法案件。

据介绍，该企业属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
额管理的重点排放单位。依据《碳排放权交易
管理办法（试行）》，重点排放单位应当在生态环
境部规定的时限内，向分配配额的省级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清缴上年度的碳排放配额。清缴量
应当大于等于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核查结果
确认的该单位上年度温室气体实际排放量。未
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的，由其生产经营场

所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对欠缴部分，由重点排放单
位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等量核减其下一年度碳排放配额。

经查，该企业2019年、2020年实际碳排放
量大于配额量，且在生态环境部门告知其碳排
放量配额和最后履约期限后，未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购买差额碳排放量完成
清缴工作。

“该案件是焦作市乃至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在
碳排放领域执法的一次探索，将对我省重点排
放企业起到警示作用，促使企业及时清缴碳排放
配额，从而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落到实
处。”焦作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说。③5

▼在丹江湿地保护区发现
的栗喉蜂虎。 杜卿 摄

5月 10日，洛阳市伊滨区寇店镇龙泉风电场一期项目完工，风电机组已开始并网发电。当地
政府聚焦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引进风力发电项目，对当地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起
到促进作用。⑨4 张怡熙 高晨奇 摄

本报讯（记者 刘晓阳
通讯员 王阳）近日，一群栗
喉蜂虎出现在河南丹江湿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们的
出现让此地成为栗喉蜂虎目
前已知全球纬度最高的繁殖
地。

经过工作人员一周的持
续观察，这群栗喉蜂虎有 20
多只，它们已经在一个沙堆
上开始打洞筑巢。据专家介
绍，栗喉蜂虎是佛法僧目蜂
虎科鸟类，全世界有 26 种，
中国有 9种。栗喉蜂虎主要
分布在东南亚、南亚以及我
国四川、西藏、云南、广西、广
东、福建及海南。

栗喉蜂虎的喉部是栗红
色的，翅膀和背部是绿色的，
尾翼是蓝色的，飞行时翅膀
下面的羽毛是橙黄色的，在
阳光的照射下，全身闪烁着
金属般的艳丽光泽，因此，它
被称为中国最美丽的鸟之
一。

随着近年来保护区生态
环境的日益好转，一批保护
区新鸟种被发现，进一步印
证了河南丹江湿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是鸟类的重要栖息
地和迁徙通道。③5

丹
江
口
来
了
新
客
人

中
国
最
美
丽
的
鸟
—
—
栗
喉
蜂
虎
在
此
安
家

我省开出首张碳排放罚单

5 月 13 日，安阳市龙安区马投涧镇崔白塔村村民正在展示刚刚采摘的金
银花。该村通过种植金银花，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⑨4 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