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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办实事
危急时刻显担当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的政治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苏海涛作为中国农业
银行洛阳分行纪委办一名普通的党员干部，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全党同志要做
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工作中他积极参加党支部学习，经常给同
事讲自己军人生涯中的历史，生活中他把
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他用英勇救火的
壮举诠释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真正意义，
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工作和生
活动力。

事情发生在 2021 年 12 月 27 日晚 7 时
许。“失火啦，快来人救火啊！”刚下班的苏海
涛走进家属院，听到“救火”的呼喊声，他立即

警觉起来，向四周查看求救的声音来自哪
里。当看到一栋居民楼里有浓烟冒出时，他
一下子抄起楼道里存放的灭火器，向失火单
元跑去。

“赶紧 切 断 电 源 ！”“ 赶 紧 打 119 报
警！”抱着 3 个灭火器一口气冲到 4 楼后，
苏海涛大声喊着让户主切断了屋内电源
总开关。

“赶紧给我弄一条湿毛巾过来！”失火住
户对门女邻居跑回自己家拿来一条湿毛巾，
苏海涛直接绑在口鼻处，抱着3个灭火器冲进
了浓烟滚滚的卧室内。

他一边让其他人拨打 119 火警电话，一
边用灭火器朝着火焰根部喷去，明火稍微得
到控制，他立即让其他三人轮流给他递过来
一盆盆水泼向床上……

面对熊熊燃烧的床和衣柜，苏海涛仅用
一条打湿了的毛巾捂住口鼻，共计用了8个灭
火器和100多盆水，始终控制着火势，没有让

其蔓延。直到消防官兵赶到后，他才默默地
离开了救火现场。

回到家后，苏海涛才发现自己羽绒服上
全是灭火器粉尘，洗漱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
头发也被烧了一些。“当晚12点我胸闷咳嗽，
吐的痰都是黑色的。”苏海涛说，“咱能做的很
有限，只要人没事就是万幸，下次遇到这样的
事我还会出手！”

勤演练、强技能
消防培训不放松

苏海涛退伍进入洛阳农行工作后，一
直在纪检工作岗位上默默无闻奉献着，一
干就是几十年。他挺身救火的事迹被《洛
阳晚报》、大河报洛阳新闻报道后，大家才
知道。

“单位每年组织两次消防演练太有必要
了，让我听到着火的呼喊后，能够警觉起来，
第一时间切断电源，避免因漏电导致其他危
害。”苏海涛说。

作为洛阳市重点消防单位，洛阳农行高
度重视消防工作，不定期邀请专业人员开
展消防培训，每年组织机关大楼员工进行
两次消防演练，不断提升员工消防意识和
操作能力，为顺利扑救初期火灾奠定了良
好基础。

自律严、素质高
打铁必须自身硬

苏海涛，是中国农业银行洛阳分行纪委
办公室高级专员，同时也是一名退役军人。

身为一名纪检干部、一名老兵，苏海涛
在工作和生活中把握硬要求、淬炼硬本领、
砥砺硬作风，以严的思想、紧的作风、硬的本
领，造就了他英勇救火的壮举。他没有忘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新的征程上，

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打铁必
须自身硬”，这铿锵有力的七个字，也彰显
了每一名共产党员、每一名纪检干部的自
信和坚定。

苏海涛虽然在消防队赶到前没有完全
把火扑灭，但能有效控制住火势蔓延，避免
引燃其他屋子甚至整栋住宅大楼，否则后果
不堪设想。

失火户主说，现在提起那场起火事故，
心里还很后怕：“一辈子没遇到过这种事，
要不是他及时赶来救火，估计整个家都会
被烧尽。”

为了感谢帮她救火的人，失火户主经过
多方打听才找到住在同一小区另一栋楼的苏
海涛。她多次到苏海涛家中用物质表示感
谢，都被苏海涛婉拒了。无奈户主亲笔写了
一封感谢信，送到了苏海涛的单位——中国
农业银行洛阳分行。“虽住在一个小区，但从
来不认识，他不顾一切地帮我家救火，我都不
知道该怎么感谢他了。”

危难时刻，苏海涛不顾个人安危，舍命救
火，在平凡的生活中践行着一个军人退伍不褪
色的铮铮誓言，彰显了“打铁必须自身硬”的纪
检人风骨。

农行宣 文/图

后记：

苏海涛同志英勇救火的先进事迹经《洛
阳晚报》、大河报洛阳新闻报道后，洛阳农行
党委当即召开党委会，研究决定对苏海涛同
志进行表彰。党委书记、行长王军，纪委书
记李振兴对苏海涛进行了亲切慰问，2022年
1 月 5 日全行党员干部大会上对苏海涛进行
隆重表彰，号召全行员工向苏海涛同志学
习，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积极投身“春天行
动·开门红”业务竞赛中，以实际行动深入推
进党史学习教育，为打造鼎立中原主流品质
银行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学党史办实事 作风硬显担当
农行洛阳分行苏海涛英勇救火受到隆重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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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洛阳分行：

1986 年 12 月，苏海涛从

部队转业进入中国农业银行

洛阳分行。几十年来，他在

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默默

奉献，在平凡的生活中显露

了英雄本色——火灾突发，

他不顾个人安危，舍命挺身，

有效控制火势蔓延；火情散

去，他也悄然离去。

谈起几天前的救火行

为，苏海涛说：“当时只想着

把火扑灭，保护人民生命和

财产安全，也没想着距火太

近存在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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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洛阳分行对苏海涛进行表彰

近日，位于伊滨区寇店镇焦山的
大谷关东烽火台建成。站在大谷关关
城处望向城楼施工现场，只见一派热
火朝天的景象。

大谷关客家小镇项目位于伊滨
区寇店镇，规划范围约2平方公里，以
打造“关、馆、道、台”为重点：关，即大
谷关；馆，即客家之源纪念馆；道，即
大谷古道；台，即烽火台。项目整合
周边水泉石窟、古遗址等资源整体设
计，旨在建设具有国际水准和洛阳特
色的文化品牌项目，打造世界客家人
精神家园。

该项目是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点
项目之一，也是省文化旅游重点项
目。东烽火台位于伊滨区寇店镇焦
山，海拔550米，距汉代烽火台遗址约
50米。新建的烽火台由基底往上逐渐
收缩呈梯形，高约 7.4 米，顶部设计有
瞭望台。（如图）

烽火台，又称烽燧，古时用于点
燃烽火传递重要消息的高台，是古

代重要军事防御设施，是为防止敌
人入侵而建的，遇有敌情发生，则白

天施烟，夜间点火，台台相连，传递
消息，这是古老但行之有效的消息
传递方式。

目前，东、西烽火台已建成投用，
南烽火台正在筹备中。未来，站在西、
南两个烽火台均可以俯视伊川全境，
也可回望东烽火台及大谷关关城。东
烽火台可以向北鸟瞰汉魏洛阳故城
遗址，在古代可以起到将信息迅速传
递到京城的功能。

东烽火台的建成，为展现大谷
关 客 家 小 镇 的 客 家 历 史 文 化 助 力
添彩。

据了解，大谷关客家小镇项目建
设已接近尾声，剩余大谷关主城主体
部分正在紧锣密鼓施工中，预计将于
春节前完工。南烽火台项目正在进行
前期筹备与规划，即将投入建设。

本报记者 李冰 见习记者 李雅
君 通讯员 陈怡平 文/图

大谷关客家小镇项目东烽火台建成
本报讯（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韩冬）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

省科技厅日前公布2021年拟建设河南省技术创新中心名单，全省
共有8家单位入选，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牵头建设的河南省轴
承技术创新中心、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建设的河南
省兽用药品技术创新中心榜上有名。

河南省轴承技术创新中心将围绕高端轴承创新发展关键技
术问题，通过整合轴承上下游产业链的优势创新资源，攻克一批
制约轴承及其配套产业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瓶颈，转化推广一批
先进技术和标准，积累储备一批核心技术知识产权，支撑全省高
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河南省兽用药品技术创新中心将围绕动物疫病预防、诊断、
治疗等产业链上下游，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开发一批新产品，
孵化一批科技型中小企业，建成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技术创新
支撑平台，支撑河南省兽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河南省技术创新中心是我省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以行业重大、关键、共性前沿技术研发与应用为核心任务，产学
研协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为产业升级提供持续的技术创
新供给，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战略引领作用。此前，中信
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获批组建河南省智能矿山技术创新中心。

我市获批建设
两家省级技术创新中心

本报讯（记者 孟山 通讯员 孟展）日前，洛阳理工学院国家
大学科技园与上海意仕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举行签约仪式，双方
将共同建设“阿尔法睿人工智能研究院”。

据介绍，上海意仕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由海归世界名
校博导级科学家领军的人工智能科技公司，专注于教育领域人工
智能技术研发，面向科技发展前沿，开展产业技术原始性创新。
根据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国家大学科技园集成高端科技创新资
源的作用，特别是洛阳在政策、资本、人才、项目、技术、市场等资
源配置方面的优势，共同建设人工智能研究院，围绕语义分析等
领域开展人工智能系统的研发工作，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
机衔接，推动成果转化，服务企业创新。

洛阳理工学院有关负责人介绍，引进“阿尔法睿人工智能研
究院”，是该校进一步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构建从研究开发、中试
熟化到工业化试生产的全链条服务平台，增强创新源头成果供
给、推动成果转化的重要举措，对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打造高端人
才和创新团队聚集高地具有重要作用。

“阿尔法睿人工智能研究院”
落户洛阳理工学院国家大学科技园

近日，在 220 千伏嘉兴线跨郑西高铁
线路的拆除作业现场，国网洛阳供电公
司电力工人正在40米的空中拆除输
电线路的间隔棒。他们冒着冬季
严寒，在夜空中上演了一幕“空
中芭蕾”。

220 千伏嘉兴线有两座高
压线铁塔位于洛阳双瑞特种装
备有限公司续建项目区域内，为
了加速重点项目建设进度，国网
洛阳供电公司积极与铁路部门协
调，制订了线路拆除施工方案，确
保拆除工作各环节万无一失。

记者 李卫超 通讯员 张静 摄

拆除跨高铁线路 助力企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