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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新闻统筹 韩 丰

◀11月2日，夏邑县有关部
门工作人员走上街头向群众发放

《反间谍法》资料。当日，该县县
委政法委组织公、检、法、司等单
位开展《反间谍法》公布实施4周
年宣传活动，向过往群众发放各
类宣传品5000余份。 夏 天 摄

今年前10个月，河南淮海精诚工业科技有限公司实
现销售收入 5.7 亿元，利税 2800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22%、11%。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环境下，该公司
为全社会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该公司总经理程凯
说：是创新让企业迸发了无限活力，推动了企业的进一
步发展。

2015年 7月，乘国家深化改革之东风，夏邑县淮海
铸造有限公司更名为河南淮海精诚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中增加“科技”二字简单，但为了提升科技含
量，公司着实下了一番苦功。

科技上水平，设备是关键。2016年 6月，该公司投
资1.5亿元，新上了由美国电炉、德国造型机、丹麦的造
型线和砂处理、美国浇注机等制造单元组成的全封闭式
的国际一流水平的汽车制动器智能车间；尝试推广3D砂
型打印技术和打造云平台协同制造模式，实现了高效、
节能、清洁生产，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投资 1亿元，新
建了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加工自动线项目，购置工业机器
人10台，立式、卧式、五轴等加工中心70余台，实现了
机加工车间的机器人应用“零”的突破，使汽车零部件
加工由原来需要十几台设备、五六个人才能完成的工
序，提升到三台设备组成智能加工单元、一个人就能完
成的加工工序；实现了车间的生产效率提高 120%以上，

设备利用率提高 30%以上，产品不良率降低 5%左右；实现
了生产作业由人员操作逐步向自动化的转变；该项目被认
定为河南省机器人“双十百千”示范应用项目。

科技发展的方向是智能化。该公司把握大势，提出
“智慧铸造”的理念，投资 2000多万元，与北京时为公
司合作，打造数字化车间管理系统平台和制造执行系
统，在生产过程中针对核心操作工位布设多种类型的信
息交互终端，指导员工以最优的方式协同生产，辅助生
产人员精准把控各工位生产操作。该系统通过数据中心

传输、积累日常熔炼、造型等生产过程数据，通过寻求
最优的生产节拍，使工序间的协同达到最合理的状态，
提高整体生产运行效率，实现人工干预和人机交互下的
智能排产，进而达到智能管控的目的。

科技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研发能力。该公司与
郑州大学、西安理工大学、商丘工学院等高校广泛开展
产学研合作，整合企业内部人才资源，成立了研发中
心，负责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的研发和应用。累计
投入研发费用5500万元，自主研发申报了高碳汽车制动
盘技术、电梯部件中的钒钛合金绳轮技术、柔性清理装
置技术等发明专利 3项，实用新型专利 20余项；制定企
业技术标准12项，参与制定《铸件尺寸公差、几何公差
与机械加工余量》《铸造件表面粗糙度评定方法》等国家
标准；每年开发新产品超过200个。

科技含量高了，企业各类荣誉也接踵而至。2013年
12月，经省科技厅批准，该公司成立了“河南省高碳制
动盘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14年7月，该公司被省发改
委、财政厅等四部门联合认定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2014年12月，被省科技、发改、工信、环保、住建等部
门联合认定为“河南省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示范企业”；
2017年10月，该公司被省科技厅、财政厅等单位联合认
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企业的发展在于技术和创新。只要我们牢牢把握住
科技发展方向，不断提升科研能力和科技实力，我们打
造‘百年企业’的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有着留学美国
经历、现任河南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的该公司总经理程
凯信心满满地说。

河南淮海精诚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迸发企业无限活力
本报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周明欣

本报讯 （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郭 欢）“一、二、三、
四！”“徒步健身，增强体质！”“全民健康，迈向小康！”11月
4日，20余支健步队运动员统一着装，手举国旗和队旗，喊着
口号走进夏邑县王集乡中心社区文化广场，在这里隆重举行夏
邑县“华邑城·中央华庭杯”健步走大赛暨“快乐星期天”大
型公益活动。当天，王集乡中心社区文化广场，红旗招展，彩
球飘扬，万人集聚。

健步走大赛是夏邑县开展“文化+体育+扶贫”活动的主
要内容之一，也是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推动核心价值观
在农村落地生根、全力助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一次重要赛
事。由县委宣传部主办，县广电局、王集乡政府、县华邑置业
有限公司承办，团县委、县扶贫办、县教体局、县公安局、县
卫生局、县城管局、县园林管理中心协办。全县共有 44个代
表队，26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该活动是新时代全县人民群众精神风貌的一次大展示、
大检阅，也是全县‘快乐星期天’系列主题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意义非常重大。”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刘金雷告诉记
者，“本次大赛不仅有利于推动夏邑全民健身运动的蓬勃开展，
引导人民唱响‘幸福生活，健康同行’的主旋律，而且能够为广
大健步走爱好者搭建一个交流感情、增进友谊的平台。”

据活动筹备组负责人王超介绍，大赛首场预赛在王集乡举
行，各代表队将走进乡村，感悟变化，亲身感受王集乡人民奋
力争先的拼搏精神，感受乡村如诗如画的大好风光和积极向上
的社会风貌。

“我们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积极倡导‘全民健身新理
念，科学健身新生活’，始终与人民同行，以时不我待、只争
朝夕的精神，奋力做好各项工作，争取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乡
村振兴日新月异。”该乡党委书记郝桂芝如是说。

夏邑县

举行徒步大赛乡村行活动

本报讯（夏 天） 11月2日， 夏邑县交通运输局执法
大队执法人员在夏芒路日常巡查中，发现一辆停靠在路
边的机动车驾驶室失火，及时出手相救，避免了群众重
大财产损失。

当日上午，该局执法队员胡建波、蔡晓东、王红
旗、朱俊贞、靳文等同志在剿灭“百吨王”行动中，在
省道316线夏邑县火店镇与永城市芒山镇交界处，发现一
停在路边的五征车驾驶室冒出浓浓黑烟。险情紧急，刻
不容缓。队长胡建波忙招呼队员取出随车携带的灭火器
材，不顾车辆随时会有发生爆炸的危险，冒着浓烟，对
准起火部位一阵狂喷，随后又从路边取来沙土进行掩
盖。通过几位执法队员的共同努力，火势最终成功被压
了下来。他们为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万余元。

离开车辆出去办事的司机返回后，发现自己的机动
车起火，并已被执法队员扑灭时，跑到他们面前激动得
不知说啥好，只是一个劲地道谢。

路遇火灾 果断施援

夏邑县交通局执法人员
救下一着火车辆

·行业领军型

河南淮海精诚工业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在检查出口产品
质量。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经济要发展，电力必先行。40年前，
夏邑县仅有功率为 10千瓦的发电机一部，
每天只能发2至3小时的电，主要供给县直
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县城周边 2800户居民
的照明用电，广大农村居民渴望像城里人
一样，过上亮堂堂的日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夏邑借助改
革开放的春风，加强电网基础建设。1978
年，夏邑告别了柴油发电的历史，建成了
第一座 35千伏瓦房庄变电站，保证了县城
及周边乡镇的用电。在以后的 40年的时间
里，夏邑县供电公司不断向河南省电力公
司争取电网建设项目，建变电站、架线
路，为变电站增容，2006年夏邑成为全省
第一个实现“户户通电”的县，从此告别

煤油灯的历史，同年 9月，全省“户户通
电”现场会在夏邑县胡桥乡召开。2010
年，夏邑县供电量突破5亿千瓦时。

党的十九大以来，夏邑县持续加大电
网建设和农配网工程投资力度，在满足居
民及广大工业客户用电的同时，实现了贫
困村通动力电，覆盖率达100%，为脱贫攻
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枯燥的数字会说话。2018年，夏邑县
供电区共有 220 千伏变电站 2 座，主变 3
台，总容量 420兆伏安；110千伏变电站 7
座，主变 12台，总容量 566兆伏安；35千
伏变电站 20 座，主变 33 台，总容量为
261.6兆伏安；35千伏输电线路 31条，总
长度 321.81 公里； 10 千伏配电线路 138

条，总长度2228.38公里；10千伏手拉手线
路 64条，35千伏环路 11条；10千伏环路
51条，已全部实现合环转供电，极大提高
了供电可靠性。满足了广大居民的需求及
产业集聚区的发展，为淮海铸造集团、永
安纺织、大洋纱线等一大批企业提供了高
效优质的供用电环境，引来了一批新的企
业前来入户，极大促进了小型企业、农产
品加工业及扶贫产业的发展。

“以前用电报户，得排队交钱，现在真
好，报户不要钱，只要符合申报条件，电
工就会主动上门办理接电手续。”文化路年
过半百的李老头如是说。优质的供电服务
不仅表现在装表不收费上，在缴费渠道
上，也是多样化，居民客户无论山南海
北，通过支付宝缴费、微信公众号缴费、
网银缴费，就能轻松缴费。居民到营业点
排队缴费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2017年年
初，夏邑百万居民全部更换了智能表，改

变了电工背着又厚又沉的账本抄表。当时
需要 300人每月需要一周时间才能完成的
抄表、收费工作量，变为现在计算机自动
上传。解放出来的电工把精力投入到安全
生产、优质服务之中，2016年，夏邑供电
公司率先在全市开展县级带电作业，供电
服务质量进一步得到提升。

“电网建设越来越强，供电量也越来越
大，到 2018年年底，全县供电量预计可达
13亿千瓦时。”8月 8日，夏邑供电公司总
经理练书礼在网供负荷再创新高、达 360
万千瓦时的当天，高兴地向全体职工说。

40年风雨兼程，40年春风化雨，40年砥
砺前行。夏邑供电公司电网建设、安全生
产、优质服务各项工作与时代同步，与经济
发展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路前行。

夏邑：电力跨越发展四十年
本报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孙 萍

“只要婆婆喜欢，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11月 6日，
刚被评选为夏邑县王集乡“孝赡新星”的彭井村村民靳菊
花激动地对记者说。

年近花甲的靳菊花是一名残疾人，左腿因小儿麻痹症
致残，右腿因股骨头坏死，双手拄拐，却精心照料婆婆一
日三餐、生活起居，数十年如一日，从无怨言。“要不是
菊花，俺早就被黄土淹埋了。”91岁的婆婆刘三巧逢人就
夸她的好儿媳。“她身残志坚，不怕吃苦，学会了骑电动
三轮车，逢集会还带着婆婆遛街散心解闷呢。”村民程友
学介绍说，“这样的好媳妇，十里八村的没比的。”

“百善孝为先，身教重于言教，咱们都要为孩子作出榜
样！”在司北村表彰会现场，孝子代表秦连东发表获奖感言
时语重心长。“下次争取向‘五好家庭’努力，教育引导好子
孙向上向善，遵纪守法，团结友爱。”“只要村里举办公益活
动，我都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年40岁的司北村党员
丁永丰致富不忘乡邻，反哺家乡，积极参与家乡组织开展的

“金秋助学”、永丰义工、党员爱心屋、脱贫攻坚、七一文
艺汇演等公益活动，被村民一致推选为“乡村好人”。

“近几年，王集乡深入开展了移风易俗、爱心义演、
扶贫济困等活动，营造了全民向上、人心向善的文明乡
风。”乡长曹自然激动地说，“全乡累计投入资金 10余万
元，在 32个行政村开展了‘孝子孝媳、五好家庭、孝赡
新星、美丽庭院、好公婆’评选表彰活动。”

每逢夜幕降临，伴着一曲优美的乐曲，各村的村民们
手拿彩扇，翩翩起舞。据乡文化站长肖尧介绍，全乡成立
了 16个村级文艺宣传队，有 16个村级广场舞蹈队，有两
个盘鼓队和6个腰鼓队。结合“快乐星期天”基层文化下
乡活动，每月参与文化宣传演出 20 场次，受教育群众
3500余人。

“提父母养育恩如地如天，为儿女吃苦受累报答不
完。人生在尘世上各有父母，老扶幼幼敬老理所当然，说
不尽娘怀儿十月之苦，养育恩比山重如此一般，损别人利
自己请君莫做，敬忠良爱孝子代代相传……”11月4日上
午，省《梨园春》擂主，孔子爱心家园志愿者李美荣在县
纪委监察委驻孙庄村工作队组织的文艺汇演暨孝赡之星评
选表彰活动上深情演唱，一段《劝孝》如泣如诉，引起观
众的强烈共鸣，把乡村文明新风推向高潮。

王集荡漾文明风
本报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郭 欢

本报讯（记者 韩丰 张壮伟 通讯员 刘献运）11月 6日，记
者从夏邑县食品药品监管局获悉，为全面落实国家局学校食品
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学校（含托幼机构）
食品安全监管，该局迅速行动，召开专题会，成立领导组，制
订方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排查行动。

据了解，该局按照“四个最严”的工作要求，责任到人，建立
健全“地方政府负总责、监管部门承担依法监管责任、教育部门
承担日常管理责任、学校承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学校食品
安全责任体系运行机制。坚持问题导向、科学安排监管，完善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机制。积极邀请媒体对学校食品安全
情况进行现场报道，重点报道制度建设、设施改造、食品安全
责任落实和治理工作情况，宣传好典型、好经验、好做法和依
法严惩重处违规、违法事件，做到警钟长鸣，增强全社会学校
食品安全信心，营造人人监督、社会共治的良好氛围。

截至目前，该局共出动380多人次、车辆80多台次，已检
查相关单位287家，其中学校192家、幼儿园95家、无《食品
生产经营许可证》的 15家，现场下达整改通知书 86家，立案
27起，罚款 15.76万元。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正在有计
划、有步骤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夏邑县食品药品监管局

专项排查学校食品安全

参赛队员迈着铿锵有力的脚步。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11月4日，夏邑县第二人
民医院组织医疗专家深入到郭庄
农贸区涂关庄村为贫困户义诊。
近年来，该医院在脱贫攻坚中，
为贫困户义诊 60 余次，多次受
到县委、县政府表扬。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