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每 100 辆汽车，就有 40 辆用的
是孟州市生产的发动机气缸套；国内最
大的金刚石制品生产基地，位于豫中平
原腹地的长葛市；世界最大的缝纫线生
产基地在夏邑县落户；全国 70%的金刚
石微粉在柘城县生产；全国 85%的钢卷
尺在虞城县制造……

这些都是河南的县级城市。在以
前，人们很难把他们与“行业领军企业所
在地”画上等号。

河南县域经济的嬗变就在这短短几
年间，强劲动力来自一项重大决策——
加快产业集聚区建设。“十八罗汉闹中
原”曾是河南县域经济发展的代表作，如
今则是“一百八十罗汉闹中原”，河南 180
个产业集聚区呈现出千帆竞发、百舸争
流之势。

省 统 计 局 发 布 的 最 新 数 据 显 示 ，

2013 年，全省产业集聚区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 12700.26 亿元，同比增长 26.2%；规
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31263.8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9.8% ；实 际 利 用 外 资
76.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2%；高技术和
高成长性产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 28.2%
和 21.7%；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员 348.8
万人。

数据印证着这样一个事实：产业集
聚区已经成为全省经济特别是县域经济
的增长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
的突破口，招商引资的主平台，农民转移
就业的主阵地，改革创新的示范区。

科学布局谋划发展新路径

3 月 15 日，一卷卷铝箔带在巩义市顺
源铝业的生产线上轧制成一次性铝箔餐
盒，旋即装车运往 1 公里外的泰邦铝业消
毒灭菌，然后被装入货柜。“过不了多久，这

些盛着精美食品的餐盒就会出现在俄罗
斯、丹麦、西班牙等国家的航班上。”言语
中，巩义市商务局局长刘建伟不无自豪。

从笨重的铝锭到轻巧的铝箔，折射
出的是铝工业大县巩义的转型发展新路
径。作为人口大省、农业大省，河南转型
升级之路任重道远，经济发展必须走出
一条资源节约、自主创新、要素集聚的发
展路子来。

2008 年底，我省明确提出，加快产业
集聚区建设，努力使之成为全省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现代城镇体系和自主创新
体系的有效载体和战略支撑，即“一个载
体，三个体系”。

走集聚发展之路，全省大刀阔斧向
以往“散、乱、少、弱”的工业园区动刀，规
范整合原有 300 多个园区，高标准高起点
规划确定 180 个产业集聚区的空间布局，
其中 114 个产业集聚区布局在县域内。

如果说“规划先行”已成为多数地区

的共识，那么“三规合一”则无疑是河南
的创举。省发改委主任孙廷喜说，产业
集聚区谋划之时，正值国家土地和城市
两个规划修编，河南决策者敏锐地抓住
了这个契机，决定将产业集聚区发展规
划与这两个规划严密套合，实现“三个规
划”精准衔接，将产业集聚区用地全部纳
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范
围，为产业集聚区合法依规建设奠定了
基础，为河南县域经济发展攒足了后劲。

产业集聚搭建转型新载体

上世纪 90 年代末，中原地区诞生最
早的冷柜品牌“冰熊”由盛而衰，折射出
民权制冷之痛。借助全省推进产业集聚
区建设的契机，民权县确定制冷为主导
产业，通过集聚激发转型发展的内生能
量——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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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聚变”正当时
产业集聚区成为我省科学发展、转型发展的综合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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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所盼 我有所行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指出，各级领导
干部都要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
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
实。这一重要论述直指为人为政的根
本，切中干事创业的肯綮，立意高远，寓
意深刻，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三严三实”的重要论述，让人想到
了内乡县衙里的一副对联：“为政不在
言多，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当官务
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鸡
蛋稍微有点缝儿，苍蝇就会一哄而上。
领导干部把自己管得严严实实，建好自
身的“防火墙”，才能对“四风”百毒不
侵。对自己严，就是对自己的爱；对自
己宽，无异于对自己的害。

有严才有实。严以律己，凡事不打
自己的小九九，才能公心用权、真心为
民。能做到勤、清、慎，才能老老实实做
人、扎扎实实做事，多为老百姓办好事、
实事。对自己有多严，为民才能有多
实。有了为民之心，有了务实之念，谋
事创业就能心贴心、实打实。

有的领导干部，老百姓提起来就摇
头，皆因其律己不严，办事不实，或打官

腔、摆官架，以权谋私，或对上瞒、对下
哄，弄虚作假。而像焦裕禄这样的干
部，群众提起来就竖大拇指，一赞其严，
严到孩子看场“白戏”也不行；二赞其
实，实到下车伊始便深入田边地头了解
情况、观察灾情。为政之要、民心所系，
缺不了严、实二字，做不好，有负民望；
做得好，天下归心。

当官，要严些，再严些；为民，就要
实些，再实些。领导干部既要加强党性
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坚持用权为民、把
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心存敬畏、慎
独慎微、勤于自省，又要从实际出发、不
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脚踏实地、真抓
实干，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
把“三严三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扎实开展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非严不足以成事，非实不
足以求效。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己正立
信，以廉洁树威，以务实兴业，以过硬的
作风，挑起改革发展为民的重任。⑧1

律己要严 为民要实
□薛世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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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高度 中原向导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近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
划（2014-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执行。

通知指出，《规划》是今后一个时期
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
略性、基础性规划。城镇化是现代化的
必由之路，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
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
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
要抓手。制定实施《规划》，努力走出一

条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
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
道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
历史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
步提高对新型城镇化的认识，全面把握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
和目标原则，切实加强对城镇化工作的
指导，着重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
镇、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中西部地
区城镇化等问题，推进城镇化沿着正确

方向发展。各地区各部门要科学规划实
施，坚持因地制宜，推进试点示范，既要
积极、又要稳妥、更要扎实，确保《规划》
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历史的天空中，总有一些响亮的名字，如恒星
般绽放无尽的光辉，给人力量、催人奋进。

有这样一个人，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 50 年
了，但他却依然鲜活生动、永葆青春，深深扎根在
我们的心灵里、血脉中。他的事迹和以他名字命
名的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感召、激励着一代
又一代共产党人因工作而忘我，因奉献而升华。

他，就是焦裕禄。
3 月 16 日，兰考县三义寨乡南马庄村，麦苗青

青，鱼塘漾波，新柳依依。焦裕禄当年跋涉的“水
淹地”，如今已变成了“兰考小江南”。村支部书记
肖建林说：“2009 年习近平同志来兰考调研，希望
南马庄打造成全国一流的生态村。我们搞循环农
业、绿色养殖，生态猪卖到了北京城，有机米走进
了大饭店，总书记的嘱托正一步步变成现实。”

时光回溯到 5 年前，2009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3
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河南视察，专程到兰
考拜谒焦陵，致敬忠魂。在全县干部群众座谈会
上，习近平把焦裕禄精神概括为——“亲民爱民、
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

习近平这样评价焦裕禄精神：“无论过去、现
在还是将来，都永远是亿万人们心中一座永不磨
灭的丰碑，永远是鼓舞我们艰苦奋斗、执政为民的
强大思想动力，永远是激励我们求真务实、开拓进
取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

深情的话语，深刻的阐释，在中原大地澎湃激
荡。5 年来，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对照焦裕禄，学习
焦裕禄，以焦裕禄为镜子，以焦裕禄为标杆，书写
着新时期大力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崭新篇章。

精神的火种
——当干部，不求“官”有多大，但求

无愧于民

50 年前，焦裕禄亲手种下的那棵“焦桐”，如
今已根深叶茂，四周已蔚然成林。

5 年前的 4 月 1 日，兰考大地春光明媚，风和
日丽。习近平同志在“焦桐”附近一片绿油油的麦
田中，亲自植苗、培土、浇水，栽下一棵泡桐树，表
达见贤思齐之心，希望生生不息的焦裕禄精神在
神州大地永远传承、永放光芒。

习近平动情地说：“1966 年 2 月 6 日，《人民日
报》刊登了穆青等同志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
样——焦裕禄》，我当时正上初一，政治课张老师
念了这篇通讯，我们当时几次都泣不成声……今
天我终于如愿以偿来到兰考，实地感受老一代共
产党人的崇高风范，我心情很激动、很不平静，很
受教育、很受启发也很受鼓舞，深感在新时期广大
党员干部更要加强党性修养，转变工作作风。”

泡桐无言，迎风挺立。“焦桐”葱茏，愈见伟岸。
作为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兰考县的党员干部

“坐不住”了，“习主席讲得真带劲，赶紧干起来吧。”
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时任兰考县委书记魏

治功语气急切：
“焦书记为我们谋划的蓝图描绘得再好，不

干，变不成现实；民心所盼，不可不干；机遇珍贵，
不能不干；精神之源，必须先干；一个环节一个环
节地干，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干一件成一件；大干
快干实干苦干拼命干！”

听会的人，笔头子再快也赶不上他的语速快，
只好回去传达：魏书记说啦，就是让咱“干”！

一个“干”字，传达出兰考基层干部对焦裕禄
精神的朴素理解——那就是像焦裕禄那样心里时
刻装着群众，想方设法谋发展，永远不搞花架子。

在兰考，时时处处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焦裕
禄精神的传承：这些年，始终叫响“学习焦裕禄，多
为民造福”，持续开展“焦裕禄式好公仆”评选，选派
千名干部下基层，到群众中去大调研、大走访，问民

需、办实事。路宽了，楼高了，游园多了，图书馆盖
了，而县委大院还是上世纪 80年代的老样子。

红庙镇双杨树村是焦裕禄同志当年树立的
“四面红旗”之一，现任村党支部书记吴青云是个
有名的“干家儿”，先是自己闯市场身家百万，后来
又回到村里当支书。他带着群众修路、打井、安路
灯、建图书室，四处招商引资，让这个原来号称“泥
泥窝”的穷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康村，村民人
均年收入超万元。

说起双杨树的今天，他掩饰不住兴奋，“我们
村的企业已经建到县产业集聚区了，是个高档民
用纸厂，全体村民参股，已经通过省级环评啦，绿
色环保，村里 200 多乡亲家门口就能就业。”

“双杨树村因为走集体发展的道路，被焦书记
树为‘四面红旗’之一。现在我们仍然按照焦书记

指引的道路，发展集体经济。我自己挣钱是少了，
但双杨树的精神又回来了。”吴青云乐呵呵地说，

“你只要真正为百姓做一点点小事，他们就会记你
好长好长时间。”

对于兰考土生土长的小麦育种专家沈天民来
说，5 年前和习近平见面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宛如
昨日：

“我记得可清楚啦，那天是 4 月 1 日，习主席来
我们高产攻关研究示范基地。他看得认真，问得
仔细，拿着包装袋端详好一阵，防伪条形码都不放
过。他亲口对我说，你们这种做法非常好，这样一
来，农民就能够用上放心的种子了。我听着，心里
那叫一个美。”

5 年来，沈天民把习近平的话当作鼓励，更当
作要求，时刻不忘为农民兄弟增收致富育好种、服

好务，创新研发出的小麦良种“兰考 198”，2012 年
亩产超过 810 公斤，创全国小麦亩产单产最高纪
录。

沈天民说：“习总书记总结焦裕禄精神，很重
要的一条就是迎难而上。育种是个苦差事、难差
事，但再难也要上，再苦也要干，不干，就永远在穷
窝里翻不了身。焦书记 1962 年来兰考的时候，兰
考亩产是 43 公斤，那时候兰考人靠救济粮，靠四
处要饭。现在兰考小麦夺高产、破纪录、全国供
种，变化多大呀！如果再见到习总书记，我一定要
请他到试验田里再看看最新培育的良种苗。”

精神的动力一旦凝聚起来，就会为实践注入
巨大的正能量。不单单是兰考，5 年前习近平同
志走过的地方，都在焦裕禄精神这面大旗的感召、
鼓舞下，发生着实实在在的变化:

国家级创新企业中信重工，其前身洛阳矿山
机械厂，是焦裕禄曾经工作过 9 年的地方，厂区的
景观大道就叫焦裕禄大道。2009 年习近平同志
视察这个有着“中国工业脊梁”美誉的大型企业
时，对他们坚定地走高端技术之路，在国际金融危
机中逆势而上表示“很有触动，也很振奋”。

5 年时间，中信重工众志成城，阔步前进，不
但在上交所成功上市，而且全资收购了西班牙公
司，把办事处开到了巴西、智利。如今，中信重工
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矿业装备和水泥装备制造
商，拥有四个“中国名牌产品”。

“每天走在焦裕禄大道上，我们踩着焦裕禄的
脚印；在他工作的一金工、二金工车间，我们能现
场感受到焦裕禄的气息。”中信重工党委书记、董
事长任沁新说：“焦裕禄精神早已成为我们企业文
化的精髓，一代代薪火相传，转化为企业发展源源
不断的动力。”

新乡县七里营镇刘庄村花园一样漂亮的农家
小院，仿佛还回响着习近平同志视察时乡亲们的
欢声笑语。

这 5 年，村两委班子以焦裕禄精神为镜鉴，
以老支书史来贺为榜样，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带领全村 1800 口人，把两个药厂干得风生水起、
红红火火，产品卖到了欧美、日本，现在已经成
为国内最大的肌苷和抗生素、维生素、氨基酸原
料药生产基地之一，出口总量居全国前列。“只
要铆足劲干，生物医药这样的高精尖，我们农民
照样能够玩得转。乡亲们的收入每年也都增长
一大截，绝对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村党委书记
史世领自豪地说。

郑东新区，5 年前那只破茧而出的蝴蝶，如今
已经流光溢彩、美不胜收，成为全省高端服务业态
最丰富的地区，成为拉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重要
力量，成为代表河南发展进步的“烫金名片”。

“‘大玉米’每长高一层，周边的景致都会发
生新变化。看到原先的一片片荒地长出一座座
高楼，我打心眼儿里感到高兴。”被人们亲切地
称为“大玉米”的郑州新地标——千玺大厦的建
设者、党员张涛说这些话时，眼睛里闪烁着喜
悦，“当年习主席视察郑东新区，我就已经在这
个工地上了。（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刘 哲 万川明 童浩麟 王华岗

▶▶6版·中国新闻

2009年 4月 1日，习近平视察兰考时亲切看望当地群众。 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鲍铁英 芦 瑞 谭 勇

专家解读：
以人为本是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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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以来全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纪实

“三严三实”：领导干部的为政之道与行为准则 详见▶▶5版·理 论

“群众路线纵横谈”专栏今日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