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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 何可）在
全面开启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新征
程上，郑州掀起项目建设新高潮。2
月1日，郑州市2018年首批227个、
总投资 1480亿元的重点项目集中
开工，吹响了今年重点项目建设加
速加力的号角。

此次集中开工的重点项目具有
很强的引领性、示范性和带动性，年
度计划投资503亿元。其中省、市重
点项目63个，总投资758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279亿元；县（市、区）本级重
点项目164个，总投资722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224亿元。这些项目涵盖
了汽车及装备制造、商贸物流、创新
驱动、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生态环
保和民生社会事业等多个重点领域。

近年来，郑州市委、市政府坚持以
项目为抓手统领经济工作，突出项目
带动、项目化推进，把重点项目建设作
为强投资、稳增长的主平台，着力抢先
抓早、创新举措、强化责任、优化环境，
一大批重点项目相继开工建设并建成
投用，为郑州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据介绍，今年，郑州市按照新发

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围绕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和“三区一群”建设
等重大部署，共遴选确定省、市重点
项目938个，总投资2.18万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4500亿元，整体规模较
2017年有所增加。

“这些项目的实施，对于郑州进
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加快形成助推经济高质量发
展新引擎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
响。”郑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
跃华如是表示。

此次集中开工活动，采取“1个
主会场+16个分会场”的形式同步进
行。主会场设在郑州经开区上汽乘
用车郑州基地二期项目现场，其他县
（市、区）及市交建投公司和郑州供电
公司设分会场同步启动开工活动。

郑州重点项目缘何接连不断“扎
堆”开工？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
究院副院长、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会
长宋向清分析称，这一现象充分说明
了郑州对高端项目和优质资本的吸引
力、凝聚力和号召力持续强化，郑州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综合优势已开始转
化为发展胜势。③5

本报讯（记者 孙静 通讯员 陆
诗秦）2月1日，记者从省工商局了解
到，我省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持续
健康发展，2017年，全省新建非公党
组织 792个，同比增长 14.5%，受到
国家工商总局的充分肯定。

据了解，截至目前，全省工商系
统累计指导非公经济组织建立党组
织 6248 个，其中个体工商户 5141
个、小微企业 984个、专业市场 123
个，共发展新党员2600余名。

据省工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7年，省工商局制定下发了《河南
省工商系统非公党建工作要点》，在
省局成立非公经济组织党委，三门
峡、永城等23个省辖市、县（市、区）
工商局成立党工委的基础上，济源、
南阳、开封、商丘等7个省辖市、13个
县（市、区）也相继成立非公经济组织
党委或党工委。“以健全组织机构为
基础，以促进企业发展为目标，我省
非公经济党组织蓬勃发展，目前已形
成省、市、县、乡四级贯通的非公党建
新格局。”该负责人表示。③6

本报讯（记者 孙欣）1月 31日，
记者获悉，省司法厅日前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
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
确了我省进一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
工作室建设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今
年年底前，我省每个村都将有自己
的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和法律顾
问，老百姓足不出村就能解决日常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通知》要求,公共法律服务工
作室要依托村（居）委会、人民调解
委员会或社区服务中心建立。村
（居）法律顾问由律师、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有一定法律素养的专职
人民调解员担任。每个村（居）至少

配备一名专职人民调解员，帮助法
律顾问开展日常法律服务工作。
村（居）法律顾问每月提供不少于4
小时的现场法律服务，每季度至少
举办一次法治讲座。

据悉，村（居）法律顾问的主要
工作职责是：为村（居）民及时解答
日常生产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
提供专业法律意见；接受村民、居民
委托，代为起草、修改有关法律文书
和参与诉讼活动；定期举办法治讲
座，发放法治宣传资料，宣传与日常
生产生活相关的法律知识；参与村
（居）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的纠纷调
处工作；协助起草、审核、修订村规
民约和其他管理规定等。③7

本报讯（记者 宋敏）1月 31日，记者
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
今年春运期间，该公司管内预计发送旅客
1478.6万人，同比增长5.1%。

据了解，春运期间，该公司将累计开行
始发临客列车909趟，列车类别包括高铁、
直达、特快、快速、普快等，其中夜间“红眼”
高铁开行方向分别为北京西、深圳北、广州
南、上海虹桥、杭州东、武汉、西安北等，最大
限度满足旅客往返需求。

春运期间，该公司管内将累计开设火
车站人工售票窗口658个，开设自助售取
票设备（含站外）636台。③4

本报讯（记者 宋敏）2月 1日，记者从
郑州机场获悉，春运期间，郑州机场预计发
送旅客304万人次，同比增长18%；与去年
春运相比，日均增加发送量超过1万人次。

从客流预测分析，春运前10天将是一
个小高峰，日均发送旅客将超过7万人次，
郑州至广州、上海、深圳、海口、昆明、乌鲁
木齐等地的航班较为繁忙。从目前票务信
息看，热门航线主要以南方通航城市为主。

郑州机场加强与各航空公司的沟通，
争取安排加班和包机航班，以缓解运力不
足带来的压力。在服务方面，郑州机场将
启用“诚信春运公众监督平台”APP，安排
志愿者参与引导、问询答疑、特殊旅客帮扶
等工作；安全检查站免费为乘客提供老花
镜、针线、创可贴、胶带等物品。③6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陈小平）2月 1日
春运首日，由共青团河南省委等单位主办
的服务春运“暖冬行动”启动仪式在郑州东
站举行，今年我省共向社会招募了2219名
青年志愿者服务春运。

在今年的志愿者公开招募活动中，共
有6000余人通过网络报名，最终2219名
青年志愿者通过了选拔并接受岗前培训，
包括 1078名铁路志愿者、1041名公路志
愿者、50名地铁志愿者、50名民航志愿者。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郑州东站首次招募
了15名外籍志愿者，他们分别来自巴基斯
坦、韩国、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将为有
需要的国际旅客提供咨询、指路等相关服务。

春运期间，志愿者们将前往全省各地
的火车站、机场、道路客运站、高速公路服
务区等，为广大旅客“保驾护航”。③5

304万人次

909趟临客

2219名志愿者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刘宏冰

“欢迎回家，欢迎来到信阳。”2
月 1日春运首日，G534次列车缓缓
进站，信阳火车站客运副主任丁元
清就带着车站志愿服务队，迎着刚
刚下车的旅客，一一送上暖暖的问
候和红红的春联。

一位带着孩子刚刚从湖南长沙返
乡的女乘客高兴地说：“红红的春联带

着年味扑面而来，回家的感觉真好！”
短短一上午，信阳东站送“福”

志愿服务队就送出去近200幅春联
和“福”字。

与此同时，武汉铁路公安处信
阳东站派出所教导员秦俊辉正和战
友们在车站购票厅、检票处、候车
室、进站口和各个站台不间断巡逻、
查控，严防各类危险品进站上车，确
保旅客出行安全。

“春运期间，信阳境内铁路公安

部门全部全员在岗。信阳东站比平
日增加一倍警力，并协调武警部队
官兵进站驻防，对站内所有目标实
行无缝巡逻、查控，同时加大打击倒
票行为力度。”秦俊辉介绍说。

一位因为带有一瓶发胶被拦下
开包检查的女乘客有点不好意思地
告诉记者，尽管发胶不能带了，但心
里感觉特踏实。“有你们在，大家就
安心！”临行前，这位女乘客对着执
勤的民警竖起了大拇指。③6

“回家的感觉真好！”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 通讯员
栗璋鹏）2月1日17时35分，满载灵
宝香菇、温县山药、焦作冰菊、南阳
辣酱、安阳挂面和腐竹等中原美食
以及机械配件、电子产品、服装等货
物的X8203次中欧班列（郑州），从
郑州圃田站缓缓驶出，朝万里之遥
的德国汉堡开去。

随着春节临近，为满足“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华人华侨对传统中国美
食的需求，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
公司联合中铁联集郑州中心站和郑
州国际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创新
思路，提前布局，利用春节这一特殊
时间节点，加大食品类货物进出口比

例，打造独具特色的“年货班列”。
自2013年开行以来，中欧班列

(郑州)频次加密、口岸增多，集货半
径不断增大，运输的进出口货物种
类达 1300多种，并实现了每周“去
八回八”高频运营，截至目前已累计
开行1047班。

据郑州国际陆港公司副总经理
邓文静介绍，春节将至，中欧班列
（郑州）也相应增加了进口商品的种
类，法国红酒、德国啤酒、俄罗斯葵
花子油、白俄罗斯牛奶、荷兰饼干、
波兰果汁及巧克力等800多种商品
将陆续抵达郑州、分销全国，进一步
丰富春节期间国人的餐桌。③5

本报讯（记者 谭勇）完成煤炭板
块固定资产投资34.11亿元，实现营业
收入 521.68 亿元，同比增长 45.73%，
实现利润 32.58亿元，扭亏增盈 91.76
亿元……1月 31日，河南省煤炭工业
工作会议暨安全生产工作会议透露的
这一组数字，就是我省骨干煤炭企业
交出的2017年的“成绩单”。

煤炭一直是我省的传统支柱产业，
目前有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郑煤集团等七大骨干煤炭企业。

“成绩来之不易。”省煤管办副主
任李震寰说，以推进煤炭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提升煤矿安全生
产水平，有力推动了煤炭行业持续健
康发展。2017年，全省累计生产原煤
10609.83万吨，同比下降2.18%；但骨

干煤炭企业职工人均收入 54915元，
同比增长22.9%。一降一增之间，足见
改革成效之显著。

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取得新
进展，是我省骨干煤炭企业扭亏增盈的
法宝之一。去年7月1日煤矿安全生产
新标准实施以来，全省已有156处煤矿
达到新标准等级。不仅如此，全省47处
煤矿获得国家安全高效矿井称号。

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提速，也
为骨干煤炭企业扭亏增盈助力。2017
年，我省圆满完成化解过剩产能阶段
目标，关闭矿井101对，退出产能2012
万吨，顺利通过国家抽查验收。与此
同时，积极发挥优质产能作用，做好全
省煤炭的产能接续。

为推动转型升级，我省对骨干煤炭

企业非煤产业自主创新、技术改造、节能
减排等转型升级项目给予专项支持。两
年来，我省共支持河南能源精细化工有
限公司年产3000吨丁二酸酐工业试验
装置项目、平煤神马尼龙科技公司年产
20万吨己内酰胺项目等转型升级项目
24个，划拨专项资金33076万元。

煤炭经营监管水平稳步提升，也促
进了骨干煤炭企业扭亏增盈。《河南省煤
炭经营企业“违法失信”行为公示制度》
的实施，丰富了煤炭经营监管手段，提供
了制度保证。省煤管办协调煤炭企业产
运需衔接工作，引导骨干煤炭企业与电
力、铁路运输等部门签订供需、运输合
同，并对履行情况开展督导检查。2017
年，全省骨干煤炭企业合同签订量
9602.8万吨，占原煤产量的97%。③6

227个项目总投资1480亿元

郑州今年首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中欧班列（郑州）开行“年货班列”

我省非公经济党组织达6248个

年底前我省村村有法律顾问

我省骨干煤炭企业交出2017年“成绩单”

扭亏增盈实现利润32.58亿元

2月1日，旅客在郑州火车站乘车。当日，2018年春运正式启动。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鲁花自然鲜荣获国际金奖 开启中国酱油“净酿时代”
中国技术酿出世界美味！2017

年，在素有国际食品业“诺贝尔奖”之
称的世界品质评鉴大会组织的“国际
优质食品 2017”评比中，鲁花自然鲜
酱香酱油凭借独具特色的“酱香”味道
和独有的“净酿”工艺，荣膺国际金奖，
成为第一个获得此项国际殊荣的中国
酱油，不仅引领了我国高端调味品行
业的浪潮，而且受到了国际的认可和
推崇。

2002年，鲁花创始人孙孟全先生
到日本参观，发现日本酱油质量要远
高于国内酱油。日本的酱油技术是来
源于中国，却因日本发扬于世界。所
以孙孟全先生内心产生了一种强烈的
愿望：一定要用中国的酱油酿造技术，
在中国酿造出世界的美味。

回国后，孙孟全先生就组织相关
技术人员，筹建酱油研发中心。要做

出好酱油，菌种至关重要。经过十年
科技研发，历经数万次的筛选、培育，
鲁花培育出具有超强活力的菌种，在
发酵过程中能够孕育出独特的酱香，
是任何化学香精、香料无可比拟的，鲁
花人给其命名为鲁花酱香菌！

“绝不让消费者食用一滴不利于
健康的油。”鲁花的这句承诺不仅用在
食用油生产中，在酱油生产中同样如
此。为此，鲁花独创净酿发酵技术取
代了传统日晒发酵。在全封闭的净酿
舱内，可有效避免露天日晒酱油容易
受到杂菌侵蚀和环境污染。让每一滴
酱油自然熟成，不需添加任何防腐剂，
口味自然鲜美。

此外，鲁花还将其荣获国家科
技进步奖的花生油物理压榨技术，
成功地运用到了酱油的生产中，通
过 压 榨 取 油 ，完 整 保 留 了 酱 油 头

道 原 汁 的 自 然 酱 香 ，其 中 鲜 香 物
质——氨基酸态氮的含量高出国家
特级酱油每百毫升 0.8 克的标准，达
1.2克以上。

鲁花自然鲜酱香酱油先后荣获
“国际调味品及食品配料博览会金奖”
“中国国际博览会金奖”和“消费者放
心品牌”等荣誉。2017年，在素有国
际食品业“诺贝尔奖”之称的世界品质
评 鉴 大 会 组 织 的“ 国 际 优 质 食 品
2017”评比中，鲁花自然鲜酱香酱油
荣膺国际金奖。

在做酱油之初，孙孟全先生就提
出了“为上帝酿一瓶好酱油”的理念。
在鲁花人看来，消费者对生活品质的
追求，就是他们奋斗的目标。鲁花自
然鲜酱香酱油开启了中国酱香酱油的

“净酿时代”，这也标志着中国人再也
不用走出国门“打酱油”了。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本报通讯员 王雪红 陈斌

在陇海线蜿蜒穿行的三门峡观音
堂至硖石段的群山隧道里，正活跃着
一支繁忙的突击队——中国铁路郑州
局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工务段三门峡桥
隧车间杨连第桥隧工区的除雪打冰突
击队。

三门峡观音堂至硖石段地处豫西
小秦岭余脉崤山一带，地势险峻、海拔
较高，冬季气温常在零下 10摄氏度。
进入2018年以来，三门峡连续下了三
场大雪，持续的降温，导致此处陇海铁
路的6座隧道出现了洞壁和线路道床
严重结冰的现象，危及行车安全。

为确保陇海线畅通，针对该段 6
座隧道洞壁和线路结冰情况，洛阳工
务段安排杨连第桥隧工区抽调 10名

骨干成立除雪打冰突击队，利用周一
至周三陇海线上下行各2小时的维修

“天窗点”，集中实施打冰作业，消除安
全隐患。

据了解，三门峡杨连第桥隧工区
现有桥隧工14人，担负着陇海线三门
峡观音堂至庙沟区间9座桥梁、10座
隧道、71座涵渠的养护任务。进入冬
季以来，工区不仅要进行日常桥隧的
检修工作，还要完成隧道内线路和洞
壁的打冰任务，工作量是平时的两倍
多。

突击队队长李玉斌是个“80后”，
也是现任杨连第桥隧工区工长。他对
记者说：“我们每周有三天时间都在这
6座隧道里度过，由于隧道墙壁结冰
部位高、厚度大，冰块十分坚硬，加之
隧道顶部有高达2.7万伏的高压线，施
工条件特殊，我们一般都是采用架设

升降梯的方法，开展人工打冰作业。”
1月 31日，记者随着这支突击队

进入陇海铁路下行硖石庙沟隧道打冰
作业现场。中午12时，10名突击队员
列队集合，清点工机具。三门峡桥隧
车间副主任、技术负责人勾艳阳布置
技术方案，对人员进行安全教育。12
时20分，“天窗点”命令下达。突击队
携带打冰工具和作业升降梯进入作业
门，排成一个纵队，踏着积雪，沿着铁
轨，走向庙沟隧道。

隧道内漆黑一片，一股股阴冷的
寒气四面袭来。13 时到达除冰点。
在一束强光照射下，只见隧道洞壁上
有一处洁白的冰挂，宽约 10米，其中
一根高约 5米的冰柱已延伸到地面，
厚厚的冰瀑牢牢地吸附在洞壁上。

刚放稳梯子，队长李玉斌就爬上
去挥动钢钎从冰柱的顶端开始凿，随

之冰花四溅。接着一下又一下，冰面
开始断裂，黑暗中不断听到冰块砸落
到地上的“咚咚”声。不大一会儿，李
玉斌下了梯子，由队友徐建新接替。
就这样，他们每2分钟左右轮换一次，
一直交替着作业。李玉斌告诉记者：

“虽然我的体力足够好，但是冰块实在
太坚硬了，每使劲敲打一次，腰都要跟
着使劲地扭一下，加上梯子的晃动，实
在是坚持不了太久。”在他们交替凿冰
的时候，其他队友抓紧时间徒手搬运
冰块，清理碎冰……短短 2个小时的

“天窗点”，突击队检查隧道600米长、
打冰作业8处。

16时许，记者要离开硖石庙沟隧
道时，10个橘红色身影站在白雪覆崖
的山涧向记者挥手。那仿佛是一串温
暖的小红灯笼，给来往的列车带来吉
祥与好运。③6

打冰突击队 迎寒保春运

2 月 1 日，郑州机场工作人员在为旅客解答问
题。春运首日，该机场旅客数量有小幅增加。⑨6 本
报记者 邓放 摄

2月1日，停靠在郑州火车站的列车上，透过车窗向
外看的旅客脸上挂着回家的心情。车窗如同相框，定格
住了每位返乡人的表情。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数说春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