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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凌）记者 7月 6
日获悉，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近日发布产销数据快报显示，今年上
半年，宇通客车累计销售客车 25429
辆，同比增长2.62%。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在客车市场
普遍低迷背景下，宇通仍然保持了稳
健发展的态势，继续领跑客车行业，
与其过硬的产品品质和较强的技术
实力密不可分。

2019年上半年，无论是在国内市
场，还是在海外市场，宇通都跑出了“加
速度”。在国内市场，宇通在吉林长春、
浙江东阳等地连获纯电动客车大单，并

与首汽集团等企业再度强强联合，不
仅进一步证明了宇通客车的实力，而且
为全国交通体系提供了多样化、个性
化、智能化、电动化的出行解决方案。

在海外市场，宇通客车同样做得
“风生水起”。在刚刚过去的 6月份，
168 辆宇通大巴成功交付乌兹别克
斯坦，是乌兹别克斯坦有史以来最大
批量的客运采购订单，对中国客车开
发乌兹别克斯坦市场以及塔什干的
公共交通建设均具有里程碑式的重
要意义。此外，宇通纯电动客车还批
量交付丹麦、智利等地，提升了中国
客车的品牌影响力。③9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7月 5日，
记者从郑州市获悉：上街机场已获得
我省首张A1类通用航空机场使用许
可证。这意味着上街机场正式取得

“营业”资格，可开展 10座以上的航
空器商业载客飞行活动。

上街机场作为郑州国家通用航空
产业综合示范区的核心区，位于郑州市
上街区西北部，2000年正式转型成为
通用航空机场，拥有一条2000米×45

米的全沥青跑道，可满足波音BBJ、湾
流550、新舟60等大型公务机起降。

据了解，目前郑州国家通用航空
产业综合示范区已入驻包括通航制
造、通航运营、通航服务等企业 60余
家。另悉，上街机场将陆续开通数条省
内短途航线，以进一步扩大知名度、提
升影响力，吸引国内外知名通航企业
落户上街区，助推郑州国家通用航空
产业综合示范区发展再上新台阶。③8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马伏娴

7 月 6日一大早，唐河县城郊乡
王庄村书强红薯种植专业合作社里，
理事长李书强和十几名社员正忙着
给刚从地里拔出来的红薯苗称重装
箱，一旁精心包装的粉条等农产品已
贴上了网店的二维码和快递单，等着
发往全国各地。

“一棵红薯苗线上能卖到 2毛 6，
是本地市场价的5倍，一天卖个4万多
棵不成问题。”李书强说，现在虽然是红
薯的销售淡季，但合作社里的粉条、粉
面、粉皮等红薯加工品和当地的土特
产品可不少卖，一天能卖1000多单。

王庄村土地属于岗丘薄地，但种
红薯却是优质高产，且富含硒锌，渐
成品牌。近两年，唐河县借助入选全
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和成功申报
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唐河红薯”的
契机，通过电子商务强大的销售渠道，
使“唐河红薯”成为叫响全国的农业品
牌。李书强也借助这一春风，从红薯
育苗、种植、收获、加工、窖藏、销售等
多方面实行合作社统一管理，注册了

“麦仁店”和“唐州百味”品牌，网上和
线下销售相结合，还通过红薯深加工
创造出了更高的价值。

2017年，李书强主动请缨，依托
书强红薯种植专业合作社建立红薯
产业电商扶贫基地，与贫困户签订

“贫困户帮扶协议书”，为贫困户量身
打造帮扶措施，高于市场价流转土
地，高于市场价回收产品，免费提供
红薯种苗，吸纳贫困人口务工并入股
分红。

如今，书强红薯种植专业合作社
的红薯、粉条等产品畅销全国各地。
2018 年，合作社销售红薯及其他农
产品 350多万公斤，纯收入 150多万
元，仅红薯和加工品就收入近 50万
元。在李书强的带动下，王庄村90%
以上的耕地都种上了红薯，年收入达
300 多万元。昔日的贫困村变成了
小康村，李书强也变成了“红薯强”。

“我打算借助唐河红薯获得国家
原产地地理标志认证这个极具价值的
名片，把我们王庄村打造成唐河无公
害红薯种植基地的先行区，为助力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作出更大贡献。”
展望将来，李书强信心满怀。③6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清凌凌的水从芦苇丛中欢快地流
过，河道两侧，老树静静伫立，红花、
碧草相映成趣，处处欢声笑语，构成了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图景。
宝丰县商酒务镇杨沟村，这个曾经“垃
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的小村，如今
已是由住建部首批命名的“中国绿色
村庄”。

“村子变美了，孩子不再反对我回
来定居了。”7月 5日上午，正在老家和
妻子一起翻修老屋的杨中豪高兴地
说。

几年前，当杨中豪提出退休后
回老家杨沟定居的想法时，遭到孩
子的强烈反对。理由是农村“脏、乱、
差”，不想让他“回去受罪”。然而，随
着年龄渐长，思乡之情日益浓烈，杨

中豪一度陷入回与不回的“两难”之
中。

2015 年以来，杨沟村以“乡愁杨
沟”为主题，全面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建设宜居宜游美丽乡村。“群众要求太
迫切了，我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
理垃圾，全村老少爷们儿都来了，清出
去十几车！”杨沟村党支部书记杨永杰
说。

紧接着，村里成立了保洁队伍，重
修了老渠，建成了广场、游园，栽植了
花卉果木，打造了农家书屋、村史馆和
农耕文化馆……4年时间，杨沟村就摇
身一变，成为了一个风景如画的美丽
乡村。

时下，宝丰县像杨沟这样在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中“蝶变”的村庄不是个
案，已是“全面开花”：石板河、岳坟
沟、槐树岭等村演绎着“石头民居”的

山村古韵；王堂、古垛、户庄等村再现
了小桥流水、古井老树；泥河、师庄、
兴隆等村打造了田园风光；柳林、何
庄、皂角树等村重塑了“红色文化”；
程庄、白石坡、余官营等村焕发出传
统村落的时代魅力……据统计，截至
目前，宝丰县共创建农村人居环境达
标村 133个、示范村 129个、四美乡村
10个、美丽小镇 5 个、五美庭院 6000
户，先后打造了一批不同特色的美丽
乡村。

而像杨中豪这样“从城市到农村”
的返乡游子，更是不胜枚举：在国家级
传统村落商酒务镇皂角树村，看着刚
刚打造好的中原军区司令部展馆，72
岁的陈根卯“日里夜里盼着回乡居
住”；在赵庄镇大黄村，从今年春节开
始，在外做生意多年的马振伟就不再
外出，选择了在家乡创业，他说：“舍不

得越来越美的家乡，这里也是一片发
展的天地……”

近年来，宝丰县按照“百村示范、
整县推进”的思路，探索出了一条从实
际出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上下联
动、全民参与的符合农村实际的路
子。仅今年以来，洛阳、新乡等地的
20 多个县（市、区）先后前来观摩学
习。在 3月 7日召开的全省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推进会上，宝丰县就因
因地制宜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成
绩突出作典型发言。

随着乡村越来越美，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也不断提升，据不完全统
计，去年以来，全县就有 1200多名“游
子”选择了回乡创业或定居。“羁鸟恋
旧林，池鱼思故渊。”陶渊明脍炙人口
的《归园田居》，在如今的宝丰人读来，
有了一种全新的时代气息。③3

宝丰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开花”

乡村美 游子归
红薯深加工 四季不愁卖

小红薯打通致富路

上街机场获我省首张A1类
通用航空机场许可证

宇通客车上半年销量领跑客车行业
7 月 5 日，焦作

市解放区志愿者为
环 卫 工 人 送 去 西
瓜。连日来，该区组
织志愿者为环卫工
人送去西瓜、矿泉
水、绿豆水以及反光
马甲、遮阳帽等防暑
降温物品，让环卫工
人得到烈日下的清
凉。⑨3 李良贵 摄

7月6日，家庭签约医生上门为汝阳县小店镇龙泉村村民提供健康就诊服
务。目前该县已建成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互联网+远程诊疗”模式，弥补了城
乡医疗资源的差距，使山区群众享受到精准的医疗服务。⑨3 康红军 摄

河南省电力企业10kV配电安装技能竞赛获奖单位风采录

6 月 28 日，由河南省电力企业协
会、河南省电力工会主办的河南省电
力企业 10kV配电设备安装技能竞赛
圆满落下帷幕。郑州祥和集团配电公
司披荆斩棘，脱颖而出，勇夺“团体一
等奖”。同时，参赛的 5名选手全部获
奖，职工石峰获综合成绩第一名，并获

“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河南省技术
能手”推荐资格。这是配电公司近年
来所取得的最佳比武成果，全面彰显
了配电专业的先进管理理念和精益技
术风范。

高度重视勤训练

收到技能竞赛通知之后，配电公
司执行董事、支部书记黄静一及其他
领导班子成员十分重视，特邀请全国
电力行业技术能手、国网河南电力公
司工匠、郑州供电公司电力专家黄浩
军师傅为总教练，由公司副经理张宝
军带队，组织公司骨干技术人员 10余
人积极训练。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参赛人
员在赛前进行了为期 20 天左右的封
闭式集中训练。在配电公司“专业训
练场”上，参赛职工从早上六点就开始
爬杆，全心投入，刻苦训练。在教练的
带领和指导下，针对竞赛操作项目，大
家不厌其烦地反复练习，在一次又一

次的重复操作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完善细节，探索顺利完成操作项
目的技巧。“比、学、赶、帮、超”，在配电
公司内蔚然成风，大家激情四溢。

全心投入勇比武

6 月 26 日，伴随着竞赛开幕式的
启动，为期两天的技术比武拉开帷
幕。

本次竞赛包括理论考试和技能操
作。理论考试是针对 10kV配电设备
安装、配电变压器试验的应知部分；技

能操作包括 10kV配电线路直线绝缘
子更换和配电变压器检测两个项目。
配电变压器检测操作有工作监护人和
操作人员，操作人员主要负责检测试
验，工作监护人则进行记录和协助。
绝缘子更换操作也同样由多人组队，
合作完成，工作负责人负责核对杆号、
交代工作任务，辅助人员负责传递工
具、协助登杆人员，登杆人员则担任登
杆、更换绝缘子工作。赛场上，选手们
专心致志，精神饱满，每个人的脸上的
表情都透露出对本次竞赛的重视，他

们各司其职并相互协作，共同完成技
能操作。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最终，配电公
司在此次竞赛中荣获团体一等奖。在
单项操作项目中，三人取得个人一等
奖，一人二等奖，一人三等奖。在综合
理论考试和技能操作中，参赛队员石峰
荣获“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和“河南省
技术能手”推荐资格。在公司总经理黄
国伟的现场鼓励下，全体参赛队员通过
自己的勤奋和刻苦，都赢得了属于公司
和个人的闪亮荣耀。

厚积薄发专业范

技术大比武取得佳绩，既是配电
公司参赛职工近一段时间勤奋学习、
刻苦训练的结果，更是配电公司大力
开展全员技术培训、夯实技术人才基
础、提升专业发展能力的必然结果。

近年来，配电公司认真贯彻祥和
集团公司培育青年技术人才的重要部
署，致力于培养打造一支技术过硬、素
质优良的人才队伍，紧紧围绕职工需
求做好培训文章。

配电公司职工队伍35岁以下占员
工总数的 68%，28岁以下的占全员的
46%，青年人多，综合素质有待提高，以
满足施工业务量快速增长及复杂现场
的安全、技术、管理等需要。配电公司
充分发挥公司老师傅的力量，启动班组
培训“大巴”；实行“专家+讲师+职工”，
组织开展“技术大讲堂”；开办永无期限

的“电缆轮训班”；以战代训，积极参加
技术竞赛；总结提炼，编写出版《配电线
路基本知识读本》；开展青年骨干基础
管理培训，滚动推进。六大举措的实
践，致力于培养打造一支技术过硬、素
质优良的人才队伍，配电公司取得丰硕
成果。2016年参加郑州市第十三届职
工技术运动会配电线路项目比赛，取得
了团体第一名、个人第一名和第五名的
优异成绩；2017年创新小组研发的“10
千伏配电线路横担绝缘提升器”获得国
家专利。这些举措为配电专业化发展
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成为创建安
全、文明、标准、规范的“铁军集结号”的
动力之源，不断释放强大的前进动能。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配电公司
不断改进人力培训方式，持续深化培
训内容，总结提炼培训成果，取得显著
效果。常态化的青年培训已经起到科
技的创新源、项目的攻关队、人才的孵
化器、团队的风向标等作用。配电公司
通过激发和调动青年员工“爱学习、爱
钻研、爱操作”的积极性，逐步打造坚强
的专业的配电施工精英队伍，为郑州
供电、祥和集团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智
慧和力量。 (王小飞 阎序曈)

技术比武勇夺冠 彰显实力展风采
——郑州祥和集团配电公司再创佳绩

郑州祥和集团配电公司技术比武取得佳绩 比武选手聚精会神、认真操作

夏日送清凉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济源市坡头镇素有“核桃之乡”的
美誉，近两年来大力发展电商产业，立
足助农增收，全力打造“电商小镇”，许
多果农的种植模式和思想观念发生了
巨大变化。

改变了销售模式

坡头镇全为丘陵，按常规模式种
植粮食常常遭遇天气等因素制约。该
镇和林业部门结合，将退耕还林与扶
贫开发相统一，因地制宜鼓励以贫困
户为代表的农民种植薄皮核桃。

种植面积很快上去了，但销售问
题随之而来。“不管是卖给合作社，还
是卖给经纪人，价钱都压得太低，最便

宜时一斤才卖 8毛钱。”坡头镇农民李
春先已经失去了刚开始种植核桃时的
兴奋劲儿。

“现在好多了。”自从遇到镇里专
做核桃销售的电商冯燕青之后，李春
先家里核桃的销售模式发生了大变
化，“原先只能卖核桃，现在从刚长出
来的小青果到半生不熟的青皮核桃，
再到成熟的核桃甚至核桃皮，都成了
宝，只要上网啥都有人要，而且售价更
高、更稳定。”

改变了管理模式

一串串核桃藏在树叶下青翠欲
滴、生机勃勃，7月 4日，站在李春先家
的核桃园里，她笑着说：“眼看今年又
是个丰收年！”

“那几年的价格是一年不胜一年，
俺干脆把地撂荒出去打工了。去年俺
又开始管理核桃了，你问为啥？都‘上
网’了，价钱给的还高呢！”现在的李
春先可不舍得再把地撂荒了，自从自
家核桃“触电”后，她选择了在离家很
近的镇区务工。只要不上班，她就泡
在核桃地里，锄草治虫、剪枝除蘖、修
理整形、涂白深耕等，全程精细化管
理，核桃的产量也是飕飕见涨。一个
喜人的变化是，今年李春先家的核桃
种植面积扩大到了 25亩。

改变了扶贫模式

该镇扶贫办主任杜长虹介绍：
“近年来镇里坚持把电商扶贫作为产
业扶贫的突破口，积极搭建电商平

台，创新扶贫模式，拓宽了致富增收
渠道。”如今该镇电商扶贫产业已实
现全镇 165户贫困户全覆盖，带动 80
户贫困户创业就业，去年电商销售额
突破了 1000 万元，带动贫困户增收
50余万元。

“也正是从事电商之后，才知道核
桃从小到大、从里到外都是宝、都能
卖。”既然网上市场这么大，电商冯燕
青干脆将该镇大庄村的小辣椒、郝山
村的石磨面等农产品全部收购过来一
起“并网”。

为推动电商形成集聚，今年该
镇启动了集电商培训、创业孵化等
功能于一体的电商小镇建设，并快
速培育形成了一支成熟的农村电商
队伍，从而带动了更多农户走上致富
路。③9

电商下乡带来坡头镇“三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