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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税务分局召开高新技术企业座谈会
本报讯 5月6日，高新区税务

分局组织召开高新技术企业座谈
会，省科技厅、省税务局、市税务
局有关领导，区党工委委员、管委
会副主任王宏伟，区创新发展局、
财政金融局、税务分局有关负责
人以及区内10余家高新技术企业
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会议介绍了2019年高新技术
企业的工作安排并对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政策进行了解读。区税务
分局、创新发展局、财政金融局结
合材料受理过程中的问题提出建
议。参会企业代表针对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政策和流程提出了“简
化资料、简化流程、申报电子化、
认定条件、评分标准”等多方面的
诉求，与会领导对企业提出的问
题和诉求现场进行了答疑解惑。

随后，王宏伟介绍了高新区
经济发展情况、2025年发展目标
和“四链一城”实践路径，以及拟
出台的多项创新政策。重点介绍
了高新区在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和
兑现减税降费政策方面取得的成
效，并对省科技厅、省税务局等部
门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
记者 孙庆辉

每周每周
之星之星

“每周之星”，为您讲述普通人不普通的故事，弘扬高新正
能量，传递高新好声音，展现让芳华绽放在这片热土的基层党
员、普通劳动者积极向上的风貌！

李龙，2019年郑州市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一位高新区
的工程师，也是这座智慧新城
中诸多工程师的缩影。这些
高新工匠们把敬业、精益、专
注、创新的新时代“工匠精神”
融入到研发和生产的每一个
环节上，书写进高新区“宜创
宜业宜居”智慧新城的基因密
码链条里。

2010年，大学毕业的李龙
在校招时直接进入格力，带着
自己“埋头苦干，精益求精”的
奋斗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在生
产管理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我
大学的专业就是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在格力也算是有
了用武之地。”李龙笑着说。

“比较低调，他可是我们格
力的‘技术流’、‘大神’级别的
人物。”坐在李龙旁边的同事边
说边细数起李龙获得过的成
绩，“他统筹主导的项目曾获
得 2017年全国精益管理项目
一等奖，还获得过公司 2018年
科技进步奖七等奖，他带领设
计的样板工厂在 2018年 5月，
被河南省工信厅认定为省
2025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面对着同事的赞誉，李龙也只
是说：“是公司给了我这个发挥
的平台。”

快，即高效。而李龙不仅
追求效率，更不放松对精益求
精的追求。入职8年，他在与各
个精益项目打交道的过程中由
浅入深，痴迷于增效改善工作。

2015年，格力公司提出精
益化梦工厂目标。而他所在的
两器分厂为了打造全集团智能
化自动化示范工厂，积极将两
器二车间作为样板车间进行升
级。在二车间布局规划过程
中，新设备的尺寸、占地面积、
该摆放在什么位置、是否按照
原有布局规划照搬复制等问
题，车间内存在不同的声音。
李龙作为该项工作的主要负
责人之一，刚开始时也是一头
雾水，“每天不停地在电脑前
查图纸、查资料，熬夜加班是
常事”。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
自苦寒来。在第N次开展项目
启动会上，当大家还在讨论新
设备没有定制标准，没有合理
的标准化等进行争论的时候，
李龙站起来，拿出经过几天资
料查阅、现场推算，所绘制出的
现场布局规划图纸，图纸上，每
一台设备放置得恰到好处，员
工不多走一步，也不多增加一
个动作。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李龙

仿佛“开了挂”一般在精益之路
上越走越远。从第一件自动化
设备到工厂，安装、调试、试运
行，他就全程参与，他还携手增
效组人员通过现场的实际测
量、反复验证，根据设备图纸对
自动化设备进行局部调整，力
求每个部件精准。最终在
2015年 9月份，自动化车间揭
开神秘面纱，开始首批投产，有
效地提升了现场作业人员工作
质量和产品质量。

“我不怕遇到问题，我觉得
这是提升自己价值与核心竞争
力最好的机会，这些经验都是
我人生的一大笔财富。”回忆起
当时，李龙轻描淡写地说道。

怀抱着由精益之心、改
善之心、合力之心融汇而成
的一颗鲜活跳动着的初心，李
龙以梦为帆、以新时代“工匠精
神”为桨，不断奔跑在创新的道
路上。记者 孙庆辉 文/图

他用“工匠精神”擦亮新时代的奋斗底色

本报讯 5月7日，《人民日
报》专题报道了 10名“第十四
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的事
迹简介。郑州大学本科生王凯
甬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
大学等校的 9名学生一起榜上
有名。据悉，这是郑大学子首
次获此殊荣。

王凯甬是郑州大学机械工
程学院 2016级机械工程专业
“卓越工程师班”学生，学习成
绩名列前茅，曾获郑州大学大

学生标兵荣誉称号。他勇于创
新，是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会员、
“中国好学生计划”成员，获得
2018年第 20届中国机器人大
赛全国冠军、2018国际水下机
器人大赛国际亚军、2019年第
十二届 iCAN国际创新创业大
赛中国赛区特等奖，并将于今
年 6月赴德国柏林参加第十二
届 iCAN国际创新创业大赛国
际总决赛。全方位发展的他积
极投身各类学生活动和志愿服
务，担任全国“小平科技创新团
队”深蓝科技部的科技带头人，
2018年8月作为学生代表参加
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颁奖大
会，受到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接见。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洪流中，他将自主研发的
无桨推进技术投向产业化，以
合伙人身份创立了西安水泽动
力科技有限公司，并以法定代
表人身份创立了郑州智海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现已入
驻郑州大学科技园，并获得河

南省教育厅的创业帮扶。
据悉，“中国大学生年度人

物”推选展示活动由教育部、人
民日报社指导，人民网、光明日
报社教育部、《大学生》杂志、中
国大学生在线联合主办。活动
同时评选出“第十四届中国大
学生年度人物”提名奖 40名、
“第十四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
物”入围106名。

“这份殊荣是对我过去 3
年大学生活的肯定，更是鞭策
我继续奋斗前进的无限动力。”
王凯甬说，大学 3年来，他从懵
懂少年成长为拥有坚定梦想的
追梦人，是郑州大学这片学术
沃土培养了他，在他看来，新时
代青年要树立远大理想，奋斗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努力学
习科学文化知识，努力奋斗，希
望能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将
来能为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贡
献属于自己的青春力量。”对未
来，王凯甬信心满满。
记者 孙庆辉 文/图

“佩戴了党员徽章,时刻不忘
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做起事情来
更加注意自己的形象。”财政金融
局党支部副书记马章军说。如今,
标有党徽的工作岗位在财政金融
局占了相当比例,不仅让前来办事
的群众多了一份信任,也让工作人
员的责任心明显增强。

支部强堡垒，党员争先锋。
财政金融局局长彭瑞华认为，牢
固树立“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的
理念，把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作为
工作的核心和座右铭，把营造和
优化营商环境与建设国家自创区
的神圣使命结合起来。因此，他

们在每个工作的岗位前，都悬挂
了岗位公示牌，公示牌公布内容
包括党员个人信息、岗位职责、
承诺事项……财政金融局 25名
在职党员全部要认岗位、领任务,
形成8小时内本职岗位尽职尽责、
8小时外也“全天候”服务群众。

督促党员干部以强烈的事业
心、责任感做好民政工作，领导带
头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在重大或
艰巨的任务面前，勇挑重担，抢挑
重担，向廖俊波等优秀同志学
习。提醒党员时刻不忘身份，为
服务群众提供便利。“共产党员承
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高新区财政金融局开展“三亮”活动

树立党员品牌
提升服务效能

本报讯“财政金融局的党员亮明身份，什么事情都走在
前、抢着干,我们信服。”不久前，专门来郑州高新区财政金融
局学习观摩的广东省江门市一位领导深有感触。

据介绍，党员“亮身份、树党员形象，亮职责、树党员标杆，
亮承诺、树党员品牌”,是高新区财政金融局立足本职、提高站
位，为有效提高管理人员业务技能水平和服务意识而实施的新
举措。自2018年8月“三亮”活动开展以来，机关25名党员干
部,共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300余条。记者 孙庆辉

财政金融局还积极贯彻落实
郑州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求，
专门制定出台了《郑州高新区优
化营商环境“暖心十条”》，推动国
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建设。

全局拉高坐标，对标国际、国
内一流营商环境，借鉴经验，寻找
差距，做好应该做的、研究需要做
的、弥补没做好的。

同时强化“每个人都是营商
环境、每件事都是营商环境、每句
话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想企业
所想，急企业所急，排企业之所
忧，解企业之所困，可以优秀，不
可有优越感。

工作人员本着“精益求精”的
精神，不断提高业务技能和服务
水平；要本着“马上办”“立等可

取”的精神，加班加点，提高服务
效率。通过暖心服务滋养企业发
展、创新创业的丰厚土壤和良好
的环境生态，吸引资金、人才、技
术等各种发展要素，推进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发展。

对此，“北控水务”的负责人
杜海军深有体会：“当年自己带着
团队入驻高新区后，与财政金融
局的同志有多次业务对接，特别
是彭瑞华局长，企业的同志把资
料送过来后，他总是交代企业同
志不需要再跑了，把材料交给他
们，剩下的事情他们跑，在走流程
的过程中，也让工作人员向企业
反馈流程进度，不让企业着急。”
现在“北控水务”的建筑行业总部
已经落户在高新区，今年纳税预
计可突破一亿元。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

制定出台“暖心十条”

《人民日报》专题报道——“成绩优异 创业先锋”

郑大学子荣获“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