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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他们口中的高延岭，就是从警 22

年的郑州市公安局经开分局副局长。
22年，他扎根一线，破案1600余起，抓
获嫌犯 2800余人 ，扣押、追缴、冻结、
查封各类涉案资产约 19.6亿元。他从
基层侦查员干起，一步一个脚印，成长
为刑侦大队副大队长、经侦大队大队
长、副局长，已经成为郑州乃至河南公
安经侦战线的一面旗帜。

今年 6月 21日晚，高延岭在案件
分析现场，突发疾病牺牲在他最爱的
工作岗位上，年仅45岁。

送别：
千人含泪送英魂

6月 28日一早，位于经开区第七人
民医院门前的街道上，群众早已自发在
路边列队来送别高延岭最后一程。“人
民的好警察高延岭”“痛失战友泪沾襟”

“热血铸警魂”“高延岭一路走好”……
一幅幅黑底白字的条幅，载满了多少人
对高延岭英年离逝的遗憾和不舍。

现场每个人都是一脸的悲伤，一
位老人忍不住用手抹起眼泪，两位拉
着条幅的中年女子潸然泪下，敬礼的
一位女警也是满眼泪花，目送灵车从
眼前走过。

保安全保稳定尽忠人民，为事业
为使命费尽心血。追悼会现场的挽联
道不尽多少领导、战友、亲人对他的不
舍，也概括不了他短短一生为人民公
安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

获悉高延岭因公牺牲后，省委常
委、市委书记徐立毅批示“对亲属表示
慰问”，要求对高延岭同志事迹进行总
结；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舒庆专门批
示：“向延岭同志家属表示亲切地慰
问！请政治部即派员前往吊唁、慰问家
属，指导做好宣传、抚恤及善后工作。”

6月 23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于东辉看望慰问了高延岭亲属。副市
长、市公安局长马义中专程前往吊唁，
对高延岭的不幸去世表示沉痛哀悼，
向家属表示慰问。

无私：
勇挑重担连破大案要案

高延岭从警以来，先后主侦和参
与破获“金博士郑单 958 假农资案”

“420特大跨省制售假药案”“经开区邦
正药业有限公司假疫苗案”等重大刑
事、经济案件 1600 余起，其中侦办中
央督办案件 1 起、公安部督办案件 6
起、省公安厅督办案件32起，发起全国
集群战役案件2起，抓获各类犯罪嫌疑
人2800余人。

2012 年 3 月 9 日，上海一家知识
产权代理公司受美国杜邦、日本曹达
株式会社、瑞士先正达等公司委托向
经开分局举报，称 2010 年以来，有人
长期生产、大量销售上述公司国际驰
名品牌假冒伪劣农药。

接报后，高延岭立即将这一线索
上报市局，同时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专
案组、秘密开展外围调查。为避免打
草惊蛇，高延岭带领侦查员根据农药
的气味和进出窝点车辆的运行轨迹进
行摸排取证，历时 31天、行程 2000多
公里，最终全面摸清了郑州境内7个和
其他 10个省市 20个地区共计 28个假
农药窝点的生产、销售情况。

案情逐级上报到公安部后，公安
部高度重视，在 4月 24日组织打响以
郑州为发起地的“3·09”全国打击假农
药案集群战役。

在公安部、省公安厅的统一指挥
下，高延岭和7个行动小组的300余名
同事同时行动，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
137 名，捣毁假农药窝点 7处、生产窝
点 12个、储存窝点 14个，查扣假农药
生产线32条、大型生产设备176部，查
获假冒伪劣农药 146 种，涉案总价值
达 4.36 亿 元 。 公 安 部 将 此 案 评 为
2012年全国十大精品案件之首，并为
经开分局经侦大队荣记集体一等功。

“在端掉这个窝点时，正好天降大
雨。就在制假窝点的院里，到处都是
剧毒的农药，夹杂着泥水，高延岭穿着
布鞋在大院里指挥抓捕，查封清点以
及拆装这些制假设备。”郑州市公安局
经侦支队副支队长李立说，由于在剧
毒的农药泥水中站立时间过长，直到
现在，高延岭的双腿一直脱皮，而且奇
痒难耐，他抹了一些药，但始终不太见
效，“我看了以后也是心疼不已”。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知道老百
姓都不容易，每次看见报案群众那种
期待眼神，我就会告诉自己，再苦再难
就算流血牺牲也要把案子破了，给群
众一个交代！否则对不起这身警服！”
这是高延岭常说的一句话，他也是这
么做的，正是因为心中有民、初心不
忘，他才在自己的岗位上攻克了一个
又一个难题，给群众点亮了一个又一
个希望的灯火。

多年来，因工作成绩突出，高延岭
荣立个人二等功 1次，三等功 4次，并
荣获河南省“中原卫士”、郑州市“绿城
卫士”、郑州市优秀人民警察、郑州市
公安局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称
号，名副其实地成为郑州公安经侦战
线的一面旗帜。

无畏：
有人曾想“买”他的头

经侦案件涉及的资金动辄几千万
元，甚至高达数亿元。这意味着侦破
经济案件，不仅需要超人的耐心和恒
心，还需要直面犯罪分子的各种威胁，
其中艰辛不言而喻。

2011 年，高延岭带领经开分局经

侦大队侦办一起洗化城系列制造销售

假冒伪劣商品案，很快打掉多个制假售

假生产线，案件金额近1亿元。由于地

下“生产链条”接连被打掉，“幕后老板”

损失惨重，气急败坏之下放出话来，要
高延岭就此打住，否则要拿500万元买
高延岭的“人头”。面对赤裸裸的生死
威胁，高延岭没有退缩，深挖线索，又
一鼓作气打掉多个制假售假窝点。

2016年3月初，“假疫苗”案广受关
注，受害群众涉及全国多地，而郑州市
经开区一家药业有限公司也名列黑名
单之中。高延岭深知假疫苗的社会危
害性，经过十几个昼夜奋战，调取查证
几万份医药购销合同、购销单据、银行
账户，最终锁定该案的线索第一人樊
某，并于2016年3月26日将其抓获。

为进一步固定证据，高延岭带领
专案组民警们先后奔赴甘肃、北京等
全国 23省 78 个县市，将该案的 14名
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经鉴定，
韩某毅等人非法经营数额为 7500 余
万元，非法经营所得3100余万元。

案件办得多了，犯罪嫌疑人对他

又恨又怕。在办理一起制假案件中，

有人见对高延岭来硬的不行，便通过

各种关系找到他，称只要他睁只眼、闭

只眼，就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实惠。高

延岭大声斥责这些说情的人：“他们造

假药、销售各类伪劣商品，要是咱家的
孩子吃到了、用到了你会咋想，他们骗
人钱财，如果受骗的是咱亲戚你还会
替他们说话吗？”

哀思：
“拼命三郎”再回不来了
在局里很多人都称高延岭为“拼命

三郎”，李立讲述了这个外号的来历。
一起案件涉及虚开增值税发票，

“高延岭在连续两天两夜工作后，来到
市局经侦支队研讨案情时，突然剧烈咳
嗽，一口鲜血喷涌而出，当时把我们都
吓坏了，要送他去医院。”李立说。

“没事，喝几口水就行了。”同事们
帮他擦掉血迹，高延岭又继续说案件，
大家都劝他抓紧时间就医休息，但是
他又回到专案上，和他的同事进入工
作状态。

在高延岭的专案组办公室里，甚
至没有一样与办案无关的东西。桌子
上放着的警帽和打开的电脑、打印机
似乎还在等待着主人的回归，墙上张
贴着一副“9·20专案数据分布图”仿佛

在诉说着高延岭奋战过的日日夜夜。

据他的同事说，这幅图和“2·18案件”

研判室里四面墙壁上贴满的图，都是

高延岭加班赶制绘就的。

“到现在我都不相信这个事实，接

受不了，总感觉高延岭还没有走，还在

专案上研究案情。”说起和高延岭交往

的5年，郑州市高新区法院政治处主任

郭文政也是“不敢相信”。

郭文政说，此前，他是高新区法院

刑庭庭长，因为案件没少和高延岭打

交道，“第一次见他，胖胖的、黑黑的，

当时他是刑侦大队副大队长，经常加

班，啥时候问他都是在专案上。”

“具体案件中，法院需要公安的帮

助，他总是第一时间把嫌疑人带到法院

或羁押到看守所。”郭文政说，他在经济

侦察方面是专家，他的办案思路和技

巧，常常让人茅塞顿开，“为我们办好经

济刑事案件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他给我打电话都是工作，常常晚

上 10点多给我打电话也都是工作，可

以说，他几乎都是在专案组度过的每

一天，包括节假日。”同样，高新区检察

院主任刘涛也认为，高延岭就是“专案

组”的代名词。高延岭的办公室，都是

被犯罪嫌疑人的“资金流向图”“犯罪

嫌疑人活动轨迹图”装饰的。

“这是高延岭编写的《经侦办案指

南》，他对在案件中积累的侦破经验，

办案技巧和方法，都在这里。”在高延

岭的电脑上，他的同事打开其中一个

文件夹介绍说。

由于长期从事经侦工作、连续侦
办大案要案，积累着不少办案经验，高
延岭除了多次为民警进行培训授课，
为战友们“开小灶”之外，工作之余，他
将自己的经验和心得体会整理下来，
并结合相关法律条文，潜心研究编写
了包括总论、实体、程序、经验讲座、法
律法规、相关概念共六章 85 项内容
1700多页的《经侦办案指南》，供大家
学习和参考。

“高延岭是我的学长，也是我的老
师，更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35岁的
经开区公安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杨正
泰是高延岭在河南警察学院的师弟，
2008年进入经开区公安分局工作。他
说，高延岭一年四季就那两三件衣服，
一双皮鞋总是穿坏了再去买，可生活
中就是这样吝啬的人，对同事却格外
大方，那是他刚进分局的第一年，很多
人和事还都不熟悉，但是高延岭却记
住了他的生日，还在生日当天给他买
了两件衣服作为礼物。“这件事令我非
常感动，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经开分局的同事们都知道，说起
工作高延岭如数家珍，可说到家庭，他
除了遗憾还是遗憾。“他是真的热爱这
个工作，在他心里工作永远排第一
位！他为工作付出了一切，包括生
命！”高延岭的妻子说，同为警察，她理
解丈夫的敬业，但作为家人，她觉得丈
夫对家亏欠太多。

高延岭出生在偏僻农村，家中姊妹
4人，他排行老大，有 3个妹妹，家庭条
件艰苦。入警 22年来，高延岭把全部
精力奉献给了公安事业。父母生病，他
不在身边；逢年过节，他很少与亲人团
聚；儿子上学，他没有时间接送；家庭琐
事，他无暇顾及。在父母和妹妹的眼
里，高延岭除了对自己不好、对亲人不
好，对同事、朋友都非常好。高延岭的
妹妹高延梅回忆说，20多年来，哥哥和

父母在一起只过了3个春节，一年回家

看望父母最多也只有3次。

2009年 11月，高延岭的父亲因患

脑血管坏死和腰椎滑脱在郑州市中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入院治疗，不幸术后

病毒感染，医院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

先后做了 8次手术。母亲不愿给高延

岭添麻烦，坚持自己在医院伺候父亲，

结果因劳累过度，患上美尼尔氏综合

征，也住进医院。高延岭让妹妹白天在

医院伺候父母，他每天晚上 10点到第

二天早上接替妹妹。2013年6月，父亲

因脑血管闭塞、大脑供血不足，导致大

小便失禁，在河南省人民医院住院治

疗，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因工作难以

脱身，高延岭只到医院看望父亲一次。

高延岭常说，等有时间了一定好

好陪陪父母，带父母外出旅游，可说了

无数次一次都没实现。高延岭的儿子

今年中招考试，因为平时难有时间照

顾，他决定最近抽一点时间回去陪陪

孩子，但没想到，就在中招考试的前 4

天，高延岭却昏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再

也没有醒来……

45岁“拼命三郎”
拼到生命最后一息
——追记郑州市公安局经开分局副局长高延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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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之美，最美在“自在”。
沿着正定古城的青石板路拾阶而

行，两侧古建筑内商贾繁荣、游人如织。
移步换景，隆兴寺里，有着引人注目

的“六之最”：中国现存古代建筑极品摩尼
殿 ；中国孤例:五彩悬塑自在观音像 ；中
国古代最精美铜铸毗卢佛；中国现存最早
楷书碑刻；中国最古老、最大转轮藏；世界
上古代铜铸佛像中最高大、最古老的观世
音像 。这些古迹穿越千年依然完好的伫
立于此，恰是文物保护的最好证明。

正定之“自在”，在于“给文物以尊严”。
“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

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
字都活起来。”

文物古迹是重要的旅游资源，更是
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基因，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并没有淹没掉正定的古文物，反
而让这个城市在新时代愈发熠熠生
辉。就如于坪兰所说的，近年来正定县
坚持正确的古城保护理念，高起点、大
手笔推动古城保护工作，千年古郡、北
方雄镇的历史风貌有效恢复。

自 2017 年 1 月《正定县（正定新
区）总体规划及古城风貌恢复提升规
划与实施》通过审定后，两年多来，其
涉及的 24 项工程全面展开。目前，
（阳和楼复建等）20项已完工，博物馆
等 4项正积极推进。文化遗产和文物
古迹正在以鲜活生动的姿态走进人
们的生活。尤为难得的是，作为一个
重点发展旅游产业的县城，正定却不
把门票收入“放在眼里”，城区 10 个

景点中，有 7 处是免费参观的。故宫
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在正定做客时
曾说：“什么叫文化遗产保护好了？
对于游客来说，他们到这里来，来了
不想走，走了还想来，才叫文化遗产
保护好了。正定做到了。”

正定之“自在”，在于“给游客以方便”。
停车难，是让很多游客头疼不已

的问题。曾经，停车问题也一直制约
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然而，正定县
委县政府的一个大胆尝试，使这个问
题得以有效缓解——2017 年 5 月，正
定县全面拆除临街机关事业单位的围
墙，并打开大门，向社会车辆开放内部
停车场；拆除的不仅只有“围墙”，该县
还新建 16个停车场，抹平马路石沿增
加停车位，使得全城免费停车位由此迅
速达到2.85万个，极大缓解了停车难。

而对于旅游中最令人尴尬的如厕
问题，正定县也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正定是全国厕所革命的典范，提升改造
了 400多座厕所。景区不仅有醒目密
集的公厕指示牌，而且厕所按照星级标
准建设，成年人坐便器、儿童坐便器、可
折叠式婴儿护理台、儿童安全椅、电子
灭蚊灯、储藏柜化妆间等配套设施应有
尽有，环境干净便捷，服务功能强大。
真正做到了“停车方便，如厕舒坦”。

此外，免费提供的充电、直饮水服
务，免费的观光游览车和共享轮椅及休
闲椅、小茶几等便民服务设施在各大景
区随处可见，让居民和游客切身感受到
了“自在正定”这一口号的真意。

正定之美，最美在古城。
迎着夏日凉爽的微风，站在正定南

城门向北望，古街古楼、古寺古塔、古色
古香尽收眼底。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站在正定南城门上，向城内眺望，

几座古塔错落有致，从南到北依次排
开：眼前最近的是广惠寺华塔，其独特
造型为海内孤例；后边是临济寺澄灵
塔，为佛教临济宗祖庭；最远处是开元
寺须弥塔，属唐朝雁塔风格，塔边上的
钟楼是全国现存唯一的唐代钟楼……

南城门的南侧，越过瓮城和月城，
滹沱河微波荡漾。

沿着古城墙一边看着图片展，一边
感受着脚下这座历史厚重的古郡：

正定曾与北京、保定并称“北方三
雄镇”，自北魏至清末 1500多年间，是
郡、州、路、府治所。“九楼四塔八大寺，
二十四座金牌坊”。小小一个县城内，
有国家级文保单位 9处，这在全国县一
级尤为罕见，且不说，仅古城墙6.6平方
公里的范围内，就分布着隆兴寺、开元
寺等30多处文物古迹。

提起正定的文化旅游资源，正定县
文物保管所副所长于坪兰打开了话匣
子：这是三国子龙故里、佛教临济祖庭、
京外名刹之首、世界冠军摇篮；这里具
有 1600多年的建城史，历史文物古迹
众多，隆兴寺、天宁寺等国家级重点保

护文物单位都具有千年历史，素有“古
建艺术宝库”“一部物化的历史教科书”
等美誉……

正定古城之美，美在有古韵可寻，
也美在有未来可期——

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
当熟悉的《枉凝眉》音乐声响起，踏

入“荣国府”，电视剧中的场景会依次浮
现于眼前。是的，也许很多读者并不了
解，1987 版电视剧《红楼梦》中荣国府
的拍摄地就是正定。

1983年，正定县从大型电视连续
剧《红楼梦》的筹拍选景中，敏锐地看
到商机，积极争取与拍摄方合作，聘
请古建专家，根据名著《红楼梦》严格
设计和建造了这座明清风格的仿古
建筑。要知道，300万的投资，对于年
收入刚刚过千万的正定县来讲，绝对
是“大手笔”。1986 年，荣国府落成。
1987 年，电视剧《红楼梦》热播，荣国
府迅速“走红”。当年就有 130 万人
次前来参观游览，门票收入达 221 万
元，旅游收入 1761 万元，很快就收回
了投资。

这一模式被称为中国旅游业的“正
定模式”。

数据或枯燥，但最有说服力：2018
年，正定县旅游总共 1295.6万人次，同
比增长 145.8%；旅游总收入 61.07 亿
元，同比增长174.7%。

这座城是一座古建筑博物馆

这座城含“古韵”人“自在”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昨日，省发
改委印发《2019年河南省数字经济工
作要点》，通过各项工作的推进，实现
2019年全省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成为
推动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要点》明确，要加快 5G基础网络

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移动、中国联通郑
州5G试点城市，积极推动郑州5G规模
组网和全省 5G扩大试验网建设，郑州
主城区2019年实现5G网络全覆盖。

加快 IPV6（互联网协议第六版）
规模部署。加快电信宽带网络系统演
进升级，2019年底前完成郑州、开封、
洛阳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以及三
大运营商超大型数据中心等 IPV6 改

造，完成 75%以上行业云应用示范平
台云产品改造，鼓励其他地市加快推
进 IPV6 改造。推进广电骨干网络
IPV6升级改造，实现全面支持 IPV6，
成为全国重要节点。

加快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数字化建
设。推进公路、水路、邮政、铁路、民航
和客货运枢纽等交通网络基础设施数
字化采集、管理与应用。

完善核心区规划布局
《要点》提出，要完善核心区规划

布局。以郑开双创走廊为依托，加快
构建以郑东新区智慧岛为引领，云湖
智慧城、白沙大数据产业园、科学谷为
支撑的数字经济发展核心区，辐射联
动郑州高新区、金水科教园区、开封·

中关村数字产业园发展，打造国内一
流、国际先进的数字经济发展高地和
数字化新业态集聚区。

此外，还将规划建设郑东科学谷软
件产业园，加快推进大数据产业园区建
设，推进智能终端产业集群建设。加快
推动华为等智能手机生产项目落户河
南，大力引进一批4K/8K超高清电视、
AR/VR设备、车载显示终端、智能穿戴
设备等新型智能终端项目。依托郑州
航空港实验区，高水平规划建设新型显
示产业园。以郑州高新区为核心，以郑
州航空港区、郑东新区为支点，全面启
动“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建设。

加快发展智慧交通
《要点》提出，要推进服务业数字

化转型。推进E贸易核心功能集聚区
建设。实施国际陆港枢纽赋能、口岸
服务功能拓展、跨境电商创新引领、丝
路国家合作中心等10大行动计划。

要加快发展智慧交通。推广高速
公路“无人值守”收费站建设，推进高
速公路电子不停车快捷收费，2019年
底实现汽车 ETC 安装率 80%以上，
ETC使用率90%以上。

积极发展数字创意。突出发展动
漫游戏、数字内容、创新设计，推动传统
文化资源和传统媒体数字化改造，认定
一批数字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

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方面，要推
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示范。研究制
定我省加快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工作方案，组织召开新型智慧城市建
设现场会，认定一批新型智慧城市示
范市。

同时，加快构建适合城市快速发
展的城市公用设施智慧管理系统，推
动城市电力、通信、给水、热力、天然气
等公用设施智能升级改造。

《2019年河南省数字经济工作要点》出台

加快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核心区

高延岭与同事讨论法律法规（资料图片） 战友和群众送别高延岭 本报记者 周甬 摄

“登得上城楼，望得见古塔，
记得住乡愁。”——仲夏夜，登临
正定县南城墙，眼前灯光璀璨、几
座古塔巍然伫立，晚风带来些许
音乐的旋律，你会发现，这句带有
诗意的梦想，就在这千年古郡变
为现实。

习近平总书记1982年 3月
至 1985 年 5月，在正定工作了
三年多，确定了“旅游兴县”的发
展战略，开辟了“中国旅游正定
模式”。

遵循总书记指引的航向，正
定把旅游作为富民兴县的支柱产
业，近年来实施了系列古城保护
工程，打造“古城古韵，自在正
定”，强力推动全域旅游发展，使
这座千年古郡、北方雄镇再度绽
放繁华盛景。

7月1日21时，驱车5个多
小时，“沿习之路——我和我的祖
国”国家极点寻访报道北线采访
团队抵达首站河北正定。古色古
香的古郡内，我们探寻昔日的足
迹，感受今日的繁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