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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郭嘉莉）在新
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2月8日上
午，受市委书记王小平委托，市
委副书记刘涛先后到河南电视台
驻焦记者站、河南日报驻焦记者
站、市委网信办、焦作广播电视
台、焦作日报社，看望慰问新闻
工作者，感谢他们为焦作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的贡献，鼓励他们在
新的一年里，继续讲好焦作故
事、传播焦作声音、展示焦作形
象，为焦作争当河南在中部地区
崛起中奋勇争先的主力军凝聚强
大精神力量。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宫松奇一同慰问。

在河南电视台驻焦记者站和
河南日报驻焦记者站，刘涛认真
了解了记者站建设及新闻报道工
作情况，希望大家不忘初心使
命，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
新，积极围绕“一赛一节”、农
民丰收节等作好新闻报道策划，
将焦作故事、焦作声音在全国、
全省传播得更响。

在市委网信办，刘涛实地察
看了各科室工作运转情况，详细
了解全市网信工作开展情况。他
表示，网络安全工作至关重要，

要进一步强化网上正面宣传引
导，弘扬社会正能量，全面提升
全市网络安全防护能力，营造风
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不断开创我
市网信工作新局面。

在焦作广播电视台，刘涛参
观了虚拟演播室、高清演播室和
融媒体指挥中心，仔细询问设备
工作流程，详细了解新闻直播、
信号覆盖等情况。在焦作日报
社，刘涛亲切看望了采编一线的
新闻工作者代表，听取了重大策
划报道、媒体融合发展等情况汇
报，并为全省第一家网上重大主
题宣传策划工作室揭牌。

慰问中，刘涛对广大新闻工

作者过去一年的辛勤工作表示感
谢。他说，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
一年，我市在经济社会发展、城
市建设、脱贫攻坚等方面取得了
可喜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都
凝聚着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智慧和
汗水。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希望全市新闻宣传战线牢牢
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
向、价值取向，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努力更新报道理念、
创新报道方式，加快融合发展步
伐，为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
示范城市，致力打造“精致城
市、品质焦作”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①5

市领导看望慰问新闻工作者

本报记者 董柏生

新年伊始，武陟再传捷报：
1月13日，2020年全市重点项目暨产业转

型攻坚观摩评价活动综合评价结果公布，武
陟县再获县 （市） 组第一名，实现了2019年
和2020年“两连冠”。

从国家智能清洁能源汽车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40天拿到“路条”，60天完成土地收储，
填补河南省国家级一类汽车检测机构空白，
到远大住工、新基业电子当年签约、当年开
工，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从国家卫生
县城、国家园林县城，到省级文明城市，被
推荐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从蝉联四届

“中华慈善奖”，到“众筹养老”模式被评为
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五创三治”乡
村治理模式被评为全国“民生示范工程”，这
几年，武陟的创新创举领跑全市、全省甚至
全国，武陟的发展变化令人耳目一新、刮目
相看。

“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
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切实转
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
力变革，是我们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发展的根本
保证。”武陟县委书记秦迎军说。

我们不妨回过头来，认真细致地梳理
“十三五”期间，武陟在深入贯彻新发展理
念、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务实之举：

经济发展由“单平台”带动到“双平
台”驱动。产业集聚区规划面积由16.42平方
公里拓展到23.15平方公里，入驻规模以上企
业118家，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两大主导产业
销售收入突破300亿元，成为全国最大的医药
针剂生产基地，成功创建国家级绿色园区、
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全省首家引进华夏幸
福产业新城，创新采用PPP模式破解县域发展
的资金、人才、项目等瓶颈制约，4年多建成
重大公基建项目21个，引进总投资217亿元的
产业项目74个，建成厂房60余万平方米，成
为华夏幸福全国三个标杆项目之一。

实施“三大改造”项目200个，创新动能
不断增强。其中，2020年实施投资248.8亿元
的“三大改造”项目77个，49家企业与高等
院校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新创建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21家，全市最多。目前，武陟县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56
家，占全市的 23%，省级以上创新平台达 45 个，数量居六县
（市） 第一位。江河纸业绿色化改造经验在全省推广，国药容生、
辅仁怀庆堂、富莱格超硬材料被评为省级绿色工厂。引进了阿里集
团在全国布局的首家县级阿里云创新中心，建设了智能硬件产业港
等“三港一中心”平台，（下转A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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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戊辰龙年，河阳薛家添丁。
男婴呱呱坠地，哭声嘹亮。
婴啼划破长空，犹如昭告天下，华

夏又一儿男将行走江湖。
薛家龙年得子，喜不自禁。薛父望

子成龙，为儿取名“德龙”。
薛家希望蛟龙有德，结交四海朋友，

为游龙，闯世界，树伟业，成大器！
薛德龙 16 岁入伍，21 岁进入中原

内配，用近半个世纪企业修行，扶摇直
上。执掌帅印 20 年时光，更是如鱼得
水，把企业搞得风生水起。

蛟龙入海，必风起云涌。
生肖轮回，龙腾虎啸过五巡，当年幼

龙已苍龙泛起，龙行四海，势不可挡。
如今，他带着队伍以“中原内配”

缸套打天下，统华夏，霸亚洲，进北
美，五洲四洋所向披靡。

看似小小缸套，实则车之重器。大
家都知道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缸套就

是发动机的心房。
如今，世界高档车族使用的缸套，

十之有其四！
什么奔驰、宝马、沃尔沃、福特、

标致、菲亚特争相与之配套。
神九飞天，蛟龙探海，中国制造，

引领世界。
而薛德龙的“中原内配”缸套也在

另一领域为国长脸，美国总统座驾美系
顶级品牌凯迪拉克总统一号的发动机
里，就装着“中原内配”缸套，全球高
端座驾几乎都有“中原内配”的身影。

“中原内配”缸套焦作制造，内陆
小城孟州，不时会见到金发碧眼、黑面
金刚的洋面孔，他们大都同一目标，就
是为了“中原内配”缸套。

中原内配统帅薛德龙是怎样蛟龙得
水，执“中原内配”缸套打天下？

细听我们讲述其来龙去脉。
蛟龙入海卷潮回，山川自古雄图

在。
解读薛德龙，犹如品茗，需从平凡

开始，才能解其真谛。
“德龙”大海激风雷，翻江倒海闯

世界。
老薛绝对是个风云人物。

（一）

薛德龙的命运注定和中原内配生死
相连。

1952年出生的薛德龙是土生土长的
孟州人，农民父母教会他真诚、厚道、
守信。5年军旅生活，练就了他严谨高
效的作风；从不间断的学习思考和工作
中的锻炼，让他明道、谋势，开阔眼
界，心怀天下。

1973 年，21 岁的薛德龙进入企业
工作，从生产车间一线工人做起，做过
学徒工、司机、办公人员，一步一个脚
印走上管理岗位。亲身经历企业的成长
和改制，对企业的熟悉程度远远胜过自
己的小家，一草一木都在他心里。

2001年，薛德龙执掌中原内配帅印。
新世纪之初，市场还是无序竞争，

生存和发展空间并不广阔。中原内配虽
然产销量亚洲第一，但过得并不宽裕，
每到年底，现金流都十分窘迫，用薛德
龙的话说，叫“年年过，年年难过”。
国外市场虽有涉及，每年贡献的产值大
概只有60万美元，只属于“打零工”。

困则思变。到国际市场去！潜藏心
底的这枚种子一旦被激活，便不可遏
制。国际市场虽然门槛很高，但市场很
大，有实力才能进入。

恰恰此时，世纪性机遇扑面而来。
当时全球整车与零部件大分工开始，很多
国际知名整车汽车都开始到中国采购零
部件合作，而中国加入WTO后关税持续
降低，正是进军国际市场的绝好时机。

薛德龙说：“有人说大门一开中国
的民族企业就会垮，我却认为两大机遇
的交汇，正是企业‘走出去’的黄金机
遇。所以，就下决心到国际市场的大海
中闯一闯、游一游！”

20年国际化征程就此展开。
人生很长，关键就那么几步。
什么是关键？关键就是起决定性作

用的时刻。
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皆如

此。
掌舵人的雄才大略是定盘星，薛德

龙操纵着船尾舵。
中原内配前身是 1958 年成立的孟

县国营农机厂，生产的主要产品是镰
刀、锄头等农机具，晃晃悠悠 20 年，
不紧不慢大锅饭。

改革开放企业开始涉足发动机气缸
套产业，薛德龙认准“一招鲜吃遍天”
的硬道理，自此中原内配从一而终，心
无旁骛。

薛德龙决定以汽车发动机气缸套为

方向，从企业内部发力，大刀阔斧进行
了一系列改革，决心把气缸套做到全世
界最好。

国际化、自主研发、资本市场、企
业布局、感情留人。他的关键几步，环
环相扣，步步走实，终得辉煌。

（二）

老的传统体制和生产方式落后了，
正值盛年的薛德龙赶上了好时候，跟着
企业融入国家改革洪流，2001年他开始
任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大刀阔斧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而登陆资本市场，无疑是薛德龙搏
击商海生涯中最惊心动魄、最刻骨铭心
的一场大战。

上市，是薛德龙排兵布阵的第一选
项。

早在1997年，他就看好资本市场。
2001年任董事长后，他就提出战略

思路：“上市，是大势，谋大势才能成
大事。”

2007年，中原内配正式启动上市工
作。一年秣马厉兵，企业作了大量准备，
付出了巨大代价，没想到功亏一篑。

2008年4月24日，证监会表决时没
能全票通过，遭遇“滑铁卢”。

打击，格外沉重。
当晚，大家食难下咽，总经理张冬

梅第一个掉了泪，其他人再也控制不

住，个个泪流满面。
薛德龙一根接一根抽烟，一杯接一

杯喝酒，铁打的硬汉，也泪落杯中。
薛德龙回忆：“知道上市难，但不知道

有这么难！心里的失落和难受无以言表。”
其实，对于当时已经做到国内行业

老大的中原内配来说，不上市，风险最
小。但只有上市，综合实力鹤立鸡群，
中原内配才有可能实现“打造世界名
牌、唱响中国制造”的梦想，才可能走
向更大平台，造就百年企业！

一个月的反复权衡，一个月的来回
掂量，薛德龙下定决心：“失败不可
怕，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擦干眼泪，
抖擞精神，干！”

在职工大会上，4000名员工听到他
宣誓般的报告：雪耻重来，从零开始，
坚决上市，力创世界冠军！

从发展规划到经营目标，从财务税
收到人力资源，从政策层面到企业执
行……所有能想到的问题，被归纳成
108道题，第一答卷人就是薛德龙。企
业和家一墙之隔，最紧张时，他连续一
个多月吃住在厂里，几天几夜不睡觉。

朋友开玩笑说：“你都快60岁的人
了，咋还这样玩命呢！”

薛德龙说：“人呢，就怕想事，就
怕想干成事！”

首战已经失利，卷土重来，已无退
路，企业背水一战！

2010年4月7日。（下转A03版）

“德龙”入海 风雷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薛德龙。 （中原内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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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回信勉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全体党员，

把乡亲们更好团结凝聚起来，让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十九届中央第六轮巡视完成反馈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慰问帮扶全国道德

模范

●徐连高铁投入运营 中国高铁东西贯通

●运行效率倍增！我国科研团队发布量子
计算机操作系统 （据新华社） 扫描二维码看全文

本报讯（记者杜玲）昨日
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主任王建修主持召开市人
大常委会党组 （扩大） 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重要
讲话、省委常委会会议、省纪
委六次全会精神；听取讨论

《关于表彰 2020 年度优秀市人
大代表的决定（草案）》《关于
表彰“建功扶贫路、争当出彩
人”主题实践活动先进单位和

“扶贫路上最美人大代表”的决
定》《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讨论稿）》；听取市十三届人
大代表变动和补选有关情况汇
报；研究近期工作。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葛探宇、乔学达、
许竹英、李平启、韩明华、谢
如臣，秘书长张维兴出席或列

席会议。
王建修指出，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时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准确认
识新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贯
彻相关要求，提供了根本遵
循；省委常委会会议，为我们
做好全面从严治党、庆祝建党
100 周年等工作提供了路径指
引；省纪委六次全会，为我们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提供了行动指南，要深刻领
会，抓好落实。

关于近期工作，王建修强
调，要筹备好市人代会，把闭环
管理工作方案充实到前期工作
计划和流程中，把各环节的要求
明确到各筹备工作组，全力以赴
抓好筹备；办公室要与相关部门
搞好衔接，（下转A02版）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河南日报》昨日刊发报道

美丽沙河畔 城市“会客厅”

“敢向大潮听涛声”焦作企业家系列报告文学之二

□邓少勇 王 言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娜） 昨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到
焦作西部产业集聚区调研并召开
座谈会。他强调，要抢抓“十四
五”重大关键机遇期，坚定“智
造强市”目标，深化改革开放创
新，优化产业集聚区“二次创
业”，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焦作
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市领导李民
生、孙起鹏一同调研。

徐衣显先后到风神轮胎子午
巨胎、龙蟒佰利联 3 万吨钛材和

20万吨氯化法钛白粉、长隆科技
絮凝剂、多氟多六氟磷酸锂和新
能源锂离子电池组、法恩莱特锂
离子电池电解液等项目现场，察
看了解生产经营、科技创新、人
才培育、安全环保、疫情防控等
情况。

座谈会上，徐衣显充分肯定
了中站区、西部产业集聚区的发
展成绩，特别是对各大企业为焦
作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表示感
谢 。 他 强 调 ， 一 要 深 刻 认 识

“危”和“机”，全力抓好关键机

遇 期 。 清 醒 认 识 区 域 竞 争 之
“危”的紧迫性、严峻性，增强
融入新发展格局之“机”的责任
感、使命感，发挥产业基础优
势，抢抓“十四五”重大关键机
遇期，坚定“智造强市”路径选
择，努力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
局中开新局。二要突出发力“四
高行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
局。综合统筹各项规划编制，强
力抓大项目、好项目，加强向上
对接汇报、对下服务指导，弘扬
企业家精神、营造高标一流营商

环境，以“四高行动”的实绩实
效，提高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
的层次和水平。三要着力集群集
聚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坚守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攻
方向，政企紧密结合、市区协调
联动，做强主导特色，优化产
业链条，强化头部引领，提升
产业链现代化攻坚能力和现代
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四要大
力实施“三大改造”，提升高质
量发展能级。以产业高端化、
技术尖端化、质量顶端化为目

标 ， 纵 深 推 进 智 能 化 、 绿 色
化、技术改造，深入实施“百
园增效”行动，推动产业集聚
区集约高效、提质增效发展。
五要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努力
打造发展新引擎。加快运营、
财税等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扩
大对外开放，强化科技创新驱
动，守住安全环保底线，不断增
强企业和产业集聚区发展活力、
内生动力和防范风险能力，为现
代化焦作建设提供强动能、打造
新引擎。①5

徐衣显在调研焦作西部产业集聚区时强调

聚焦“智造强市” 发力“四高行动”
推动产业集聚区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