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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 张龙飞

转型升级，安阳市正努力交出一
份精彩答卷。

2018年，安阳工业经济质量效益
齐升。数据显示：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35%，高于全
省19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二；四大千亿
级主导产业营收同比增长40.9%，增速
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个百分点；
税收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入中占比
75.9%；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下降
7.8%，降幅全省最大。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得益于
安阳市多年来持续不断的转型。”２月
18日，安阳市委书记李公乐说，省委十
届八次全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
明确要求，安阳作为全省的老工业基
地，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牢牢
扭住转型升级这个牛鼻子，突出抓好

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的培
育提高，聚力创新发展，不断强化高质
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传统产业“美丽蝶变”

安 阳 工 业 中 ，传 统 产 业 占 比
70%。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就必须
转型。安阳人在实践中认识到，产业
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持之以恒、
坚持不懈。

对安阳而言，转型永远在路上。从
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科学的顶层设
计，从制度创新到机制构建，从龙头带
动到全行业跟进，转型的脚步越来越坚
实，转型的目标越来越明确。2017年
开始，安阳市每年都把全市经济工作会
议的重点聚焦转型发展，并明确提出积
极改造钢铁、煤焦化等传统产业，努力
壮大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主导产业，
大力培育通用航空、新能源汽车、机器

人制造等新兴产业，并在政策、资金、技
术等方面予以扶持。2018年，安阳市
又高起点谋划培育了“新能源汽车及零
部件、高端装备制造、精品钢及深加工、
文化旅游”四大千亿级产业，深入推动
钢铁、煤化工、装备制造、纺织等传统产
业改造提升，着力培育新业态、积蓄新
动能、打造新亮点。

安钢集团是钢铁行业的龙头，也
是持续转型的标杆。2009年以来，安
钢坚持不懈调结构、抓改革、上环保，
久久为功，转型升级迈上新台阶。和
十年前相比，目前的安钢工艺水平、环
保设施、产品结构，都有质的飞跃。
2018年安钢推动装备水平、产品结构、
智能制造“三升级”，相继开发出管线
钢、高强板、高建钢、桥梁板、风电板等
高端产品，针对高端企业直供直销产
品比例超过 60%，企业发展实现了绿
色、低碳、环保，取得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双丰收。

利源集团是豫北地区煤焦化企业
转型的代表，连续多年坚持发展循环
经济，目前已形成从洗煤、炼焦到精细
化工、新材料完整的产业链，衍生产品
30余种，其中仅新产品综合收益就达
24亿元。

沙钢永兴推进棒材向优质化升级
步伐不停，不断完善以高档建筑用材、
汽车用钢和合金钢为主要品种的 200
万吨棒材产业链。

“持续转型，不仅让安阳的传统企
业焕发出生机活力，更重要的是通过
技术改造、绿色发展，实现了安阳工业
的可持续发展。”安阳市发改委负责同
志表示。

新兴产业“风生水起”

在改造升级传统产业的同时，安
阳市委市政府把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提
升，始终放在优先位置。（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郭戈）2月17日，第
十一届中国（鹤壁）民俗文化节市情推
介暨项目签约活动在鹤壁市举行，共
有 17个项目在当天的活动现场集中
签约，投资总额达151.7亿元，涉及先
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

签约项目中，10亿元以上项目共
6个，分别是上海富声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总投资 28亿元的红木家具产业
孵化园项目、东方希望集团总投资20
亿元的规模养殖及肉制品深加工项
目、绍兴润扬化工有限公司总投资
18.3亿元的年产3万吨间苯二甲酸二

甲酯-5-磺酸钠项目、西安蓝晓科技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投资 17亿元
的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处置中心安
全填埋场项目、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
司总投资 12亿元的河南赊店酒业及
三淇酒文化产业园项目。

据介绍，鹤壁市正扎实推动高质
量发展，加快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
清洁能源与新材料、绿色食品两个千
亿级，汽车电子电器与新能源汽车 1
个 500亿级产业集群基本形成；人工
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现代物流等新
兴产业正快速发展。③5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

抓住大机遇 建好大湾区

04│综合新闻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烜）在北京邮电大学
许昌基地，覆盖面积 1平方公里、全
国第一个实现“独立组网+动态补偿”
的 5G网络在芙蓉湖畔初展风采；在
河南中天电气装备集团，5G 高频基
板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机构的性
能检测，中科院致电祝贺……2月 15
日，厚植5G产业发展优势的许昌市，
发布5G产业发展“路线图”，向着5G
产业发展目标“加速跑”。

许昌北邮万联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刘国泰介绍，5G技术将给
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北邮
许昌基地目前正与森源集团进行清扫
车无人驾驶技术合作，未来技术成熟
时，只要告诉车辆目的地，它就会自动
规划最优行驶路线，自动安全行驶；基
地开发的智慧医疗技术，在无法实现

“面对面就医”的情况下，通过5G数据
传输，医生只需要戴上VR头盔或者

眼镜就可以轻松进行远程病理诊断、
远程监护、远程会诊……

近年来，许昌市高度重视 5G 产
业发展，运营智慧信息产业园，打造
5G泛在小镇、颍云物联网小镇，投入
6000 万元支持北邮许昌基地建设，
召开了中国·许昌首届5G泛在峰会，
正在建设的物联网基础设施平台项
目成功入选工信部物联网集成创新
与融合应用示范项目。目前，许昌市
智慧信息产业园已有 13家高新技术
企业落户，颍云物联网小镇已有 11
家物联网龙头企业落户。

2019年该市将使5G工业互联网、
5G智能网联车、自动驾驶、产业大脑等
百亿元级产业规模初步形成；到2020
年，扩大5G高端仪器仪表、智能型农业
机械、量子光锁等百亿元级产业规模；
到2021年，完善国际工程师大学城项
目，提升基于5G的智慧社区、智慧文
旅、智慧安防等5G智慧应用。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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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17个项目集中签约

推动产业提升 服务百姓生活

许昌发布5G产业发展“路线图”

猜灯谜、逛庙会、赏

花灯……元宵佳节到来

之际，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让我省老百姓沉浸在

喜庆氛围之中，享受团

圆，其乐融融。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系列媒体策

划线上猜灯谜、手机看直

播等元宵活动，让传统节

日插上了互联网翅膀，焕

发了新的生机。②48

03│要闻

“村晚”里
看文化振兴

大河报直播猜灯谜
60万网友围观参与

05│焦点网谈
游客赏灯⑨6
李俊生 摄

舞狮表演⑨6
王玉贵 摄

本报于2018年 5月 7日重磅刊发
长篇通讯《大山深处播火人》，介绍了张
玉滚的感人事迹，在全国引起强烈反
响，省内外媒体纷纷跟进报道。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2 月 18 日
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感动中国”2018
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央视综合频道播
出，我省南阳市镇平县高丘镇黑虎庙小
学教师张玉滚当选2018“感动中国”年
度人物。至此，“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
选活动举办17年来，我省共有16个个
人或集体获此殊荣。

张玉滚，现任镇平县高丘镇黑虎庙
小学校长。2001年，大学毕业的张玉
滚放弃在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
从一名每月拿 30元钱补助、年底再分
100斤粮食的代课老师干起，一干就是
18年。18年来，他曾先后获得“全国优
秀教师”“全国师德标兵”“全国岗位学
雷锋标兵”等荣誉，2018年 9月被中央
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2018年
11月，中共河南省委作出关于开展向
张玉滚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颁奖典礼上，视频短片里一个个感
人的画面，一句句真情的话语，还原了
这位80后山村教师的感人事迹。

18年来，他吃苦耐劳。从前山里
没有公路，从黑虎庙村到镇上，要翻过
一座海拔 1600 多米的高山。一根扁
担、两条腿，几十里的山路，几十公斤的
担子，张玉滚一次次把孩子们的书本挑
进深山，把孩子们的梦想挑进深山。

18年来，他爱岗敬业。学校缺少
师资，他就把自己炼成“万金油”“全能
型”教师，语文、数学、英语、品德、科学
样样全拿。村里留守儿童多，他经常去
各家走访，了解每个学生的家庭状况。
他说：“我要尽我最大努力，让学生能够
在学校里，得到温暖得到关爱。”

虽然大家对张玉滚的事迹早已耳
熟能详，但颁奖典礼上播放的短片和张
玉滚朴实有力的话语，还是让观众感慨
不已。当张玉滚在颁奖台上重新唱起

当年教孩子们唱的那首《国旗国旗真美
丽》时，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扁担窄窄，挑起山乡的未来；板凳
宽宽，稳住孩子们的心。前一秒劈柴生
火，下一秒执鞭上课。艰难斑驳了岁月，
风霜刻深了皱纹。有人看到你的沧桑，
更多人看到你年轻的心。”这是“感动中
国”组委会授予张玉滚的颁奖词。

作为一个精神品牌栏目，《感动中
国》自 2002 年推出以来，已向全国观

众推荐了 100多位“感动中国”年度人
物。在这份温暖的名单中，河南人的
身影，从来都是浓墨重彩的存在：张荣
锁、任长霞、魏青刚、洪战辉、王百姓、
谢延信、李剑英、李隆、武文斌、李灵、
胡佩兰、刘洋、陇海大院、王宽、王锋、
张玉滚……17 年来，一个个“感动中
国”的河南人展现出震撼心灵的精神
力量，“河南好人”现象也在全国引起
强烈反响。③9

张玉滚当选“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

更多内容详见 05│焦点网谈

本报讯（记者 屈芳）2 月 18 日，省
长陈润儿在郑州专题调研职业教育工作
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加快促进三个转变、大力发
展职业教育，为全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
业升级培养更多技能型人才。

陈润儿先后走进河南机电职业学
院、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河南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逐一察看这些学校的实训
基地，关注产教融合、师资培养和学生就
业情况，与老师同学们互动交流。看到
先进的数控机床、智能工厂机器人、仿真
地铁站、新型装配式房屋等都被“搬”到
了实训场供同学们“练兵”，陈润儿表示
肯定。他说，职业教育的关键在实践。
他鼓励老师们做好“双师型”教学的传帮
带，鼓励同学们早日掌握一技之长，在技
能素质提升中实现人生价值。

随后，陈润儿主持召开座谈会，与来
自全省职教学校的一线代表、教育部门、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共议职教发
展。陈润儿指出，这些年来，全省职业教
育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在校企合
作、产教融合、创新发展等方面积累了丰
富实践经验，“可圈可点、特色鲜明”。

陈润儿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
新时代，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步伐也
不断加快。而追根溯源，产业结构调整
离不开产业人口技能结构的调整，产业
技术升级离不开产业人口技术素质的升
级，产业发展转型离不开产业人口劳动
技能的转型。促进更高质量发展、实现
更加充分就业、推进更快转型升级，需要
我们下更大决心、用更大力气发展职业
教育，以更好满足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
人才的迫切需求。

“要加快促进三个转变。”陈润儿强
调，在办学格局上，加快由政府主办为主
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

“转”；在办学模式上，加快由参照普通教
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
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在办学取向上，加
快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同
时，要着力完善制度体系、调整教育结
构、健全保障机制，统筹做好经费保障、
队伍建设、职称评定、人才待遇等工作，
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副省长霍金花参加调研。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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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张玉滚在颁奖典礼现场。⑨6 张伟华 摄

西峡县 开封市

●本报曾报道张玉滚感人事迹 ●活动举办17年，我省16个个人或集体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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