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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新局奋力实现

本报讯（记者 杨凌）4月 13日，
记者从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获悉，截至目前，宇通新能源客车销
量累计突破14万辆，稳居中国客车
行业第一，不仅覆盖了我国北京、上
海、广州等超过350个城市，而且凭
借优越性能批量远销至法国、英国、
澳大利亚等24个国家和地区，基于
车联网和自动驾驶技术自主研发的
L3级、L4级自动驾驶公交车已实现
商业化运营。

据悉，作为全球最大的客车制
造厂商，1999年宇通开发出第一款
纯电动客车，2005年完成第一款混
合动力客车开发。2005 年，宇通
《节能与新能源客车关键技术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入选国家863计划，
2016年该项目荣获 2015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标志着我
国新能源客车综合技术已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如今，宇通通过高效动力系
统、动力电池集成与管理、整车控
制与节能三大技术创新，实现了纯
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客车同平
台开发和市场大规模推广应用，完
成了 6—18 米节能与新能源客车
系列化产品，综合技术处于国际先
进水平。

2015 年 10 月，在世界客车联
盟主办的第 22届比利时世界客车
博览会上，宇通正式发布面向欧洲
市场的首款 12米纯电动城市公交

客车，引发业界强烈关注。之后，经
过法国客车运营商联合会的严格评
估，宇通被确定为法国新能源公交
车主要供应商。自此，宇通新能源
客车在海外的知名度不断提升。

“新能源客车大量推广，给公众
带来的最现实的好处就是对空气质
量的改善。”宇通客车新能源技术部
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以
宇通累计销售 14万辆新能源客车
的数量来计算，每年可实现节油超
过 18亿升、节气超过 3亿标准立方
米，每年可为用户节省燃料费用约
120亿元（0#柴油按 5.7元/升、车用
天然气按4.2元/标准立方米计算）；
减少氮氧化物排放超过 3万吨、减
少碳排放超过 560万吨，相当于种
植约42万亩阔叶林，节能减排效益
显著。③9

远销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销量累计突破14万辆

宇通新能源客车稳居我国行业第一

本报讯（记者 栾姗）专家通过
“云视讯”平台对接医院，对疑似留
观病例成功实施了远程会诊；“青
豫直流”工程将西部清洁能源与中
部负荷中心“连接”起来……在河
南，诸多新基建最前沿的应用场景
已经实现。

4月 14日，记者从省发展改革
委获悉，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
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计
划（2021—2023 年）》（以 下 简 称
《行动计划》），提出了三大基础设
施建设行动的 33项建设任务、5项
保障措施，形成了河南版“新基建”
38条。

相比“铁公机”和高速公路等
传统基建，信息、融合、创新这三个
要素是所有关于新基建认知中的
最大公约数，也是河南下一步经济
发展的主要路径。“凡是符合未来
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
设施，原则上都属于‘新基建’。”省
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

《行动计划》的第一行动是加
快建设信息基础设施，涵盖推动5G
商用部署和网络、基站升级改造；

建立国家级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
建设郑州量子通信城域网，构建一
流的量子制备中心、量子通信郑州
卫星地面站等基础科研设施；争取
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国家级枢
纽节点布局；建设全省统一的智能
网联汽车云控平台，开展中原科技
城自动驾驶公交线路示范应用等。

第二行动是提升发展融合基
础设施，涵盖打造智慧高速公路；
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统一中枢平台，
开展城市治理智能化创新应用；开
展智慧环卫试点，推动生活垃圾收
转运和处置全流程、全链条数字
化、精细化、可视化管控；依托省智
能充电服务平台和“中原智充”手
机应用软件，搭建覆盖全省、功能
完善的智能充电服务网络等。

第三行动是前瞻布局创新基
础设施，涵盖推动与清华大学合作
建设超短超强激光平台，争取纳入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积极参与
国家生物安全体系建设，规划建设
3—5家生物安全防护P3实验室等。

《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力争到
2023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

破性进展，成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信息基础设施
达到全国先进水平，5G网络实现乡
镇以上区域连续覆盖，满足智能制
造、现代农业、智慧城市、智慧交
通、智慧健康等发展需求，打造全
国重要的现代信息通信枢纽和信
息集散中心；初步形成支撑经济社
会智慧化运行的融合基础设施体
系，能源、交通、城市等领域的传统
基础设施数字化水平明显提升；创
新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持续增强，建
成3—5个重大创新平台。

一端连接巨大的投资与需求，
另一端连接着不断升级的消费和
制造市场，新基建能够赋予工业、
农业、交通、能源、医疗等行业更多
发展动能，有效产生经济新增量。
此外，河南将多措并举形成合力，
激发新基建发展热情。比如，在郑
开科创走廊、大数据产业园、智慧
园区等重点区域开展规模化示范
应用，打造若干“新基建+新应用”
集成示范区；建立全省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重点项目库，开设前期手续
办理“绿色通道”。③5

河南版“新基建”三十八条发布

打造现代信息通信枢纽和集散中心

□本报记者 李凤虎

嵩山脚下的登封市连天公墓，庄
严肃穆，任长霞的墓碑被鲜花簇拥。
2021年 4月 14日，是任长霞牺牲17周
年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公安民警
和社会各界群众都为她扫墓。

当日8时许，在连天公墓任长霞塑
像前，警旗飘扬，来自郑州市公安局的
数十名青年民警以诗歌朗诵、重温入
警誓词等形式来怀念她。现场还有不
少自发前来祭奠的群众。

任长霞，生前系登封市公安局局
长，是河南省公安系统第一位女公安局
长。2004年4月14日在办案途中遭遇
车祸，不幸因公牺牲，年仅40岁。

在登封市任职3年中，任长霞带领
民警打掉涉黑涉恶团伙 20个、侦破各
类刑事案件 3420起、处理群众来信来
访 3467人（件）次，使 476家上访户停
访息诉……她先后荣获“中国十大女
杰”、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等称号，被追
授为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全国
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2019年入选
全国“最美奋斗者”。

“长霞局长，我们来看你了。请你
放心吧，我会好好守护孩子们，让他们
快乐学习成长！”登封市长霞希望小学
校长程爱民带着孩子们，来看望孩子
们的“任妈妈”。

长霞希望小学建于 2003年 7月。
任长霞在一次办案途中，看到登封市

颍阳镇崔疙瘩村的孩子们在破烂不堪
的教室里上课，就动员社会力量捐建
了这所新学校。“为了纪念任长霞局
长，后来崔疙瘩村小学改名为长霞希
望小学。”程爱民说。

河北省邢台市的柴女士带着家人
来了，“16年前，我跟随父母来登封祭
奠任长霞局长，被她的正义感、责任感
所感动。后来我成家了，每年这一天，
我都会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登封缅怀长
霞局长。”

“每年4月 14日，来缅怀任长霞的
人特别多。其实很多人没有见过任长
霞，都是被她的先进事迹和精神所打
动而来的。”登封市档案馆馆长王新颖
说，“最初的任长霞同志先进事迹陈列
展设在登封市档案馆。17年来，我们
累计接待来悼念的群众近百万人次，
群众留言册 150 多本，锦旗牌匾近百
件，敬献花篮上的挽联存了3大麻袋。”

参观、宣誓、合影……位于登封市
少林大道上的任长霞同志先进事迹陈
列展自今年4月 2日开展以来，来此学
习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社
会各界群众络绎不绝。

展览收集了任长霞生前的实物、
图片和部分音像资料，真实形象地再
现了任长霞“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
一生。

“我将以长霞精神为引领，争做新
时代出彩公安人。”青年民警刘志翔说。

参观结束后，郑州市公安局特警

支队民警范恒和同事在展厅拍照留
念。“虽然任长霞局长离开我们 17 年
了，但她的事迹和精神一直激励着我
们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永做党和人
民的忠诚卫士。”范恒说。

任长霞的儿子卫辰尧如今已经34
岁，是郑州市公安局一名民警。“母亲已
去世 17年，我会一直沿着母亲的足迹
奋力前行，守护群众的平安。”

任长霞牺牲后，登封市公安局在
每年清明节都会组织召开民警座谈
会，邀请老同志为青年民警讲述任长
霞的感人事迹；每年都在 4月 14日举
行纪念活动；缅怀任长霞光辉事迹已
成为每名青年民警入警必修课。

登封市公安局政委付谦说：“任长
霞是公安队伍的骄傲，登封市公安机关
将以长霞精神为标尺，把学习长霞精神
作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公安队伍教
育整顿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学习中提升
思想境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优异
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在时间的长河中，英雄从未走
远。长霞精神穿越时空，照亮战友前
行的路。③9

本报讯（记者 陈辉）4 月 14
日，记者从省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联席会议办公室获悉，我省
去年克服疫情不利影响，先后出台
多项配套政策支持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全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
长明显，省充电智能服务平台建成
运行，新建了一批新能源汽车领域
省级研发平台。

截至2020年年底，全省新能源
汽车保有量33.6万辆；去年新增8.5
万辆，同比增长62.5%。其中，纯电动

汽车新增7.5万辆、插电式混合动力
汽车新增1.0万辆。郑州、洛阳等12
个省辖市新能源汽车新增数量均超
3000辆，商丘、信阳等 11个省辖市
新能源公交车新增数量均超100辆。

充 电 基 础 设 施 稳 步 推 进 。
2020年，省充电智能服务平台正式
上线运行，全省已累计建成充换电
站1059座，其中去年新建公共充电
站 312座；累计建成公共及专用充
电桩 4.31万个，其中去年新增公共
充电桩7623个。

此外，去年我省还争取中央财
政资金、下达省级专项资金用于支
持我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新能
源乘用车研发推广、充电设施建设
奖励等；相关部门先后出台政策支
持我省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智能网联
汽车道路测试等。新能源汽车科技
创新提速，新能源汽车领域42家企
业迈入高新技术企业行列；新建新能
源汽车快速充电、智能充电、金属燃
料电池等一批省级研发平台。③9

本报讯（记者 石可欣）4月 13日，
省司法厅组织召开全省司法行政系统
第一批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推进会，对
全省司法行政系统第一批队伍教育整
顿学习教育环节进行阶段性总结，交
流经验做法，对查纠整改环节进行安
排部署。

在教育整顿学习教育环节中，我
省司法行政系统坚持规定动作不走
样、自选动作有特色。截至目前，全省
教育整顿学习教育环节评估验收已全
部结束，成果转化初见成效。

政治教育参与率达到 100%。全
省司法行政系统结合工作实际，深入
开展“三项教育”。全系统邀请专家讲
党课 275场，“一把手”上党课 247场，
编写政治理论学习资料4万余册，利用

“三学院三基地”就近开展现场学习

293次，开展专题研讨800余次。
举办英模教育活动376场，组建英

模报告团13个。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广
泛开展英模教育，深入挖掘系统内的
英模人物和先进典型，开展身边榜样
评选活动，大力弘扬奉献精神。

开展警示教育 426场。省司法厅
组织编写《以案促改典型案例汇编》
《河南省律师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反面典型案例选编》，省司法厅、省监
狱管理局分别组织干警集中观看我省
监狱系统违纪违法案例警示教育片。
市县司法行政机关开展派驻纪检组长
作廉政报告、党组（党委）班子成员参
加旁听职务犯罪案件庭审等活动。

召开座谈会 332 场次，征求意见
4100余条。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坚持开
门搞整顿，各单位通过召开座谈会、发

放征求意见表（信、函）、深入走访排查
等方式，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建议。

为群众办实事 2800 余件。扎实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开封
市、三门峡市司法行政机关等组织法
律顾问进乡村为新一届村组干部开展
法治讲座，组织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开
展青少年法治教育宣讲。省焦南监狱
开展监狱长接待日活动，设置“综合
接待处”，为公检法办案对接和服刑
人员家属、群众来访等提供便利快捷
服务。

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工作推进会标志着全省司法行政系统
队伍教育整顿工作重点转入查纠整改
环节，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将把牢重点
关键，推动查纠整改走深走实，确保取
得扎实实效。③8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4月 14日，
“向人民汇报——河南省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成果展”开展仪式在省文化馆举
行。本次展览是我省三年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向黑恶违
法犯罪继续发起进攻的冲锋号角。

本次展览由省扫黑办主办，布展
面积 2100 平方米，展出图片、实物等
各类展品近 1200张（件）。展览以“向
人民汇报”为主题，由“忠诚使命奋勇
担当”“重拳出击剑指黑恶”“打财断血
黑财清底”“打伞破网反腐拍蝇”“党建
引领强基固本”“行业整治正本清源”

“热血长城英雄交响”“久久为功夺取
胜利”“永远在路上”等篇章结构组成，
充分运用图片、实物、雕塑、动漫、VR
互动体验、多媒体等多种布展手段，全
面回顾河南三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历程，接受人民群众检阅。

走进展厅，抓捕重大涉黑涉恶犯

罪嫌疑人、庭审宣判重大黑恶案件、收
缴涉案车辆和枪支刀具……一张张照
片、一段段视频、一件件实物，记录着
我省扫黑除恶的工作成效。

“致敬扫黑除恶的一线人员”“扫
黑除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留
言簿上一句句发自肺腑的感言，承载
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殷切期望。

参观成果展的一些政法干警表
示，通过参观，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意义和肩负
的责任担当，要紧紧围绕扫黑除恶常
治长效的目标任务，立足本职，坚守初
心使命，强化履职担当，全面推进扫黑
除恶工作常态化开展，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安全感和幸福感。

省扫黑办负责人说，黑恶势力是社
会毒瘤，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破坏
经济社会秩序，侵蚀党的执政根基。我
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

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向黑恶势力发起迅猛进攻，对黑恶
犯罪予以严厉打击，基本清除盘踞多年
的黑恶势力，基本铲除黑恶势力的“保
护伞”，农村涉黑涉恶问题得到根本遏
制，维护了群众利益、净化了社会环境，
促进了和谐稳定、保障了安全发展，巩
固了基层政权、提升了治理能力。

“下一步，要结合当前开展的全省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和党史学习教育，
组织全省政法单位参观学习、接受教
育，用斗争成效鼓舞人，用英模榜样激
励人，用反面事例警示人，打造新时代
河南政法铁军。同时，成果展向社会
开放，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进来，听
取民声。”这位负责人说。

据悉，三年来，全省共打掉黑恶组
织 1514 个 ，查 扣 、冻 结 涉 案 资 产
330.72亿元，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
护伞”问题7365个、8155人。③5

我省举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展

全省司法行政系统第一批队伍
教育整顿工作成效初显

任长霞牺牲17周年，社会各界深切缅怀——

天空中那一天空中那一抹最亮的彩霞抹最亮的彩霞

上图 日前，郑
州市公安局金水分
局巡特警大队民辅
警在任长霞陵园重
温入党誓词。⑨6
刘书亭 摄

我省去年新增新能源汽车8.5万辆

下图 行驶在法国街头的宇通
客车 本报资料图片

打造政法铁军推进教育整顿

●销量累计突破 14万辆，稳居中国客车行业第一

●覆盖了我国超过 350个城市

●远销至法国、英国、澳大利亚等 24个国家和地区

截至目前
宇通新能源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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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