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河南文明河南

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

2014年 7月 4日 星期五HENAN DAILY 3组版编辑 鲍阿瞳 石可欣要要 闻闻

50 年来，在饱经风雨洗礼的黄
河两岸，在黄河十八弯最后一弯的
兰考，人们对一个人始终铭记不
忘；今天，这个大写的“人”矗立在
了黄浦江畔。

这个人就是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

从 5 月 8 日开始，《党的好干部
——焦裕禄事迹图片展》在上海市
工人文化宫举办。在为期近两个
月的展期内，观者如潮，好评似海，
焦裕禄精神深深感动了申城。

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更需要焦裕禄精神
——《党的好干部——焦裕禄事迹图片展》感动上海

□本报记者 童浩麟 翁 韬

专家为中原岩画天书“查年龄”

今年 1～5 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5
个百分点，但整体经济形势仍不容乐观，
增速趋缓、出口阻力增大、产业竞争不断
加剧。为落实省委、省政府“扩内需、稳
增长”的总体部署，我省已连续 3 年举办
这样的产销对接大会。

为切实帮助企业脱困，根据《2014 年

企业服务系列活动总体方案》，下半年我
省还将重点开展“十百千万”系列网上促
销工程。从本月到今年年底，将搭建涵
盖十优电商平台、百家网上商城、千家豫
货网店、万家工业企业的网上促销大平
台，利用信息化手段不间断地展示对接，
依托优质电商平台帮助企业提高产品知
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帮助豫货走出全国、

走向世界。
一 位 与 会 的 企 业 代 表 感 慨 道 ，企

业 的 发 展 取 决 于 产 品 的 竞 争 力 ，绝 不
可完全把希望寄托在政府出台刺激性
政策上，必须苦练内功、加快转型，在
内部挖潜、提质增效上下功夫，“挺过
这 道 坎 ，就 有 可 能 步 入 良 性 发 展 轨
道”。③9

本报讯（记者陈学桦 宋 敏 郭 戈）近年来，
我省电子商务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产业规模不
断壮大。据了解，去年全省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4600亿元，同比增长四成以上，电商企业 2000多
家，电子商务从业人数超过 10 万人。梳理我省
电子商务发展历程，可见三个鲜明特征。

电子商务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一方面，菜鸟
网络、京东集团等国内知名电商先后与省政府签
订合作协议，筹划在我省战略布局；另一方面，本
土涌现出中华粮网、世界工厂网等一批知名电子
商务服务平台，在多个领域居于全国领先地位。

电子商务集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郑东新
区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河南省电子商务
产业园、河南网商园、洛阳电子商务大厦等园区
初具规模。

电子商务支撑体系不断完善。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国际物流园区、中原国际
陆港等大型物流工程项目相继实施，初步确立了
我省在中部地区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的中心地位；
郑州被列入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信息集散
中心和通信网络交换枢纽地位进一步强化。③6

我省举办产销对接暨电商对接大会

五大产业“链结”203.8亿元
电子商务发展三大特点

▶▶相关

由河南省委宣传部、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省民政厅、省总工会和省军区政
治部联合组织的河南省第四届优秀复转军
人年度人物评选表彰活动，利用河南电视
台、河南军事网络电视台和河南国防教育
网等宣传平台，采取电视、文字、图片同步
宣传的模式，对省辖市和省直有关厅局推
荐的成绩突出、事迹感人的复转军人进行
了宣传报道。经河南省优秀复转军人年度
人物评选表彰活动组委会审定，河南省第
四届优秀复转军人年度人物候选人共 29
名。

根据评选表彰工作程序，主办单位在
河南日报、大河报、河南日报（农村版）、东
方今报及大河网和河南国防教育网同步刊
登“公众投票启事”、选票和候选人序号，候
选人主要事迹见河南国防教育网（网址：

www.hngfjy.com）。
7 月 4 日至 7 月 10 日，欢迎广大群众积

极参加投票评选。如对候选人有意见，请
于 7 月 10 日前向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反映。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 19 号河南
省军区电视网络宣传中心，邮编：450014，
电话：0371-81670745 或 4006-1927-81，电
子邮箱：hngfjy@126.com

河南省优秀复转军人年度
人物评选表彰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2014年7月4日
投票规则
1.投票时间为 7 月 4 日 00：00-7 月 10

日 24：00（报纸投票以寄达当日邮戳为准）。
2.投票范围为主办单位公布的 29 名候

选人（以姓氏笔画为序），每位候选人有唯
一对应序号，报纸投票时请直接填写推荐

候选人的序号。
3.本届评选投票设报纸、网络和手机短

信 3 种投票方式，报纸网络投票每张选票所
选候选人只能是 10位，多选或少选均视为无
效票。手机短信投票每条信息最多选10人。

4.报纸选票须填写投票人真实姓名和
有效身份证件号码，不填、填写错误或重复
填写的选票无效，主办单位对投票者个人
信息严格保密。

5.报纸投票注意事项：
①报纸选票不得复印，复印选票无效。
②填写选票时，用钢笔、碳素笔或圆珠

笔将所选候选人序号填写在指定位置。
③委托他人代为投票，须附有委托人本

人签名的书面委托书。委托书应写明委托书
人姓名、有效身份证件号码，否则选票无效。

④选票寄送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

路 19 号河南省军区电视网络宣传中心，邮
编：450014；信封下方注明所在地市，邮资
自付。

6.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点击河南国防教育网和大河网“河南

省第四届优秀复转军人年度人物评选表彰
活动专题”，进入投票系统，按提示投票。

7.手机短信投票注意事项：
①移动和联通用户编辑候选人的编号

统一发送至 1062192781，每条短信最多推
选 10 位候选人（不得重复），编号之间用英
文逗号分开。

②短信投票只收取基本通信费。
8.本次评选活动坚持公众自愿投票原

则，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包办投票、指定投
给特定候选人等弄虚作假行为。如发现问
题，欢迎举报。

河南省第四届优秀复转军人
年度人物评选公示和投票启事

本报讯（记者陈学桦 郭 戈 宋 敏）7月 3日，2014年河南五大产业链产销对接暨电商对接大会在郑州召开。来自全省现代
家居、装备制造、生物医药、钢铁、铝精深加工行业的 559家工业企业和 77家电商企业参会，现场签订购销合同 280个、签约金额达
203.8亿元。副省长李亚等出席大会，并现场启动了豫货通天下——“十百千万”系列网上促销工程。

当天上午，郑州国际会展中心轩辕
堂内挤满了前来参会的企业代表。据主
办方透露，本次对接大会原定规模 500
人，实际报名参会人数达 636 人，来自五
大产业链的企业热情空前高涨。

除了综合性对接大会，主办方还专
门组织了 5 场专题对接活动，邀请参会企

业分行业、分专题继续深入对接。值得
关注的是，钢铁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在
现场一举签下 159.5 亿元的产销对接大
单，创下本次大会之最。此外，十优电商
平台在对接大会中新增企业会员 603.6
万个，实现交易额 194.9 亿元。

省工信厅厅长王照平表示，丰硕的

对接成果，让大会完成了搭建平台、交
流信息的使命。开展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产销对接、工业企业与电商对接，不
仅是帮助企业开拓市场、促进工业经济
平稳运行的重要举措，更是建立上下游
企业稳定合作关系、推动产业链式发展
的长远之策。

为更好地开展上海市第二批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今年 4
月 3 日，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专门派
出 4 名工作人员奔赴兰考，在兰考
焦裕禄纪念馆的大力协助下，耗时
1 个多月，将原馆 300 多张展览图片
通过翻拍、处理，成功地将兰考焦裕
禄纪念馆“搬到”了上海。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展览不仅
保持了兰考焦裕禄纪念馆原馆展览
原汁原味的风貌，还融入了许多上
海本土元素。

在展厅内，1966 年 3 月《新民晚
报》、《青年报》、《民族画报》等几十
种有关焦裕禄事迹报道的旧书报
刊，吸引了很多观众，这些展品由来
自上海市南码头社区居民冯建忠的
无偿提供。“焦裕禄是我从小就敬佩
的人，我已经搜集有关他的文物藏
品 20 多年了。”冯建忠说。

此次展览还开辟了弘扬焦裕禄

精神微信公众平台，展馆的详细信
息被搬到移动互联网上。短短几周
就有上千人加入，粉丝们在线上进
行互动传播，引来无数点赞，也吸引
众多粉丝慕名前来观展。

“我们没有想到留言墙和微信圈
成了成千上万上海干部群众交流学
习焦裕禄精神的大平台。”王萍说。

“兰考是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
焦裕禄精神把兰考、把河南和上海
紧密联系在一起。”冯小敏说，“这次
焦裕禄事迹展览对上海市教育实践
活动起到非常大的推进作用。很多
领导干部看了以后表示，与焦裕禄
相比，自己原来的对照还不够深刻，
查摆还不够深入。这说明观看展览
让我们的党员干部思想上受到了洗
礼，境界上得到了升华。”

在展厅的显著位置，两个月前从
兰考移栽过来的18株焦桐幼苗，新叶
正悄然在枝头吐露新绿……③9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创新是上海活力的源泉

7 月 3 日，焦裕禄图片展即将闭
幕的前一天。一大早，家住上海市
奉贤区的市民，81 岁的虞云山和夫
人王巧珍就出门了，坐了两个多小
时的公交车，横穿大半个上海市后，
老两口来到上海市工人文化宫。

展厅内，两位老人相互搀扶，在
每一幅图片前驻足，王巧珍老人还
不时一字一句地给眼神不佳的老伴
轻声讲解。

5 月 8 日开始，由上海市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上海
市委组织部、上海市总工会联合主
办，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与兰考焦裕
禄纪念馆承办的《党的好干部——
焦裕禄事迹图片展》开展。

这个展览让上海市工人文化宫
工会主席王萍这个有着近 30 年工
作经验的“老展览”颇感“意外”：从
开展第一天起，两部接受团队预约

的电话就成了“烫手”的热线。“几乎
是这边电话刚挂，那边铃声又响，忙
得连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王萍说，“面对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原定为期 1 个月的展期一再延长，
每天的参观时间也从下午四点结束
延迟到了晚上七点。”

截至 7 月 3 日，有将近 20 万人
观看展览。“最多一天有 7337 名参
观者拥入这个 2000 平方米的展厅，
很多观众都是站着看完 20 多分钟
的纪录片。”工人文化宫展览部部长
华鸣介绍。

“这次的焦裕禄事迹图片展，上
海的干部群众始终络绎不绝，热情
不减，让我们深深感到，作为中国改
革开放的最前沿，上海更需要焦裕
禄精神。‘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创新是上海永葆活力的源泉。”上海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冯小敏说。

焦裕禄就是中国干部的脊梁，我们会一直怀念他

“一九六二年冬天，正是豫东兰
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
重的时刻……”刚一步入展览大厅，
已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
齐越朗诵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
榜样——焦裕禄》，就在耳畔激情回
响，一下子就把入场的观众带到了
50 多年前的兰考大地。

在演播厅，一场时长 25分钟、名
为《记忆——焦裕禄》的纪录短片正
在播放，几十名参观者正在安静地
观影。当播放到焦裕禄去世多年之
后，兰考的乡亲们依然会在每年焦
裕禄的诞辰给焦裕禄墓前送去一筐
筐新麦做的馒头，表达哀思时，很多
人眼中都噙着闪烁的泪花。

观影后，上海市虹桥街道 61 岁
的章启明动情地说：“焦裕禄就是中
国干部的脊梁，他在老百姓心中的
光辉形象永远不会磨灭，我们会一
直怀念他。”

整个展览包括 300 多张图片，
25 分钟纪录片，很多参观者边摘
抄，边思考，在展厅逗留了两三个小
时。

展厅出口处，周长 50 多米、两
米多高的三面留言墙，被几万张小
小的留言条贴满：

“看了焦裕禄事迹展，你流泪了
吗？反正，我流泪了！”“现在一些党
员干部确实在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
向，希望能通过展览、学习，重新激
发起工作热情”；“喧哗的闹市里，还
有如此洗礼思想和心灵的地方，很
受教育”；“在 90后、00后的眼里他所
经历的磨难无法想象，很励志”。

90 后公务员王晓麟用手机拍
下了一段段感人的留言。“以前对我
来说，焦裕禄仅仅是教科书上一个
遥不可及的名字，今天看到这么多
鲜活的图片和实物，让我们 90 后这
一代也感到了精神上的震撼。”

焦裕禄精神把兰考、把河南和上海紧密联系在一起

志愿服务催开“文明之花”

节俭养德节俭养德
全民行动全民行动

□本报记者 何 可

许昌公共自行车亮相街头

倡导环保绿色出行

中国中国““节电王节电王””

7月 3日，洛阳铜牛电气集团生产现场，一台被行业称为“节电王”的高效电炉变压器制造完毕，即将发运。该变压器每天可节电
2万度以上，属于国内目前运行最省电的新一代节能型特种变压器。⑤4 潘炳郁 摄

7月 2日，孟州市东曹村东豫莲菜种
植合作社社员乔玉梅查看莲藕长势。
该村合作社社员种植莲藕面积达千亩
以上。⑤4 赵春营 赵晓杰 摄

内容丰富成果丰硕

拉动内需开拓市场

内黄县积极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花生）标准化生产基地。7 月 3
日，在该县后河镇田间，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的工作人员
正在进行大气、土壤和水等环境抽检工作。⑤4 刘肖坤 任贵伟 摄

本报讯 （记者李 铮 通讯员
王广艳）6 月 30 日，世界岩画组织联
合会执行主席贝纳里克、印度岩画
协会会长库马尔、世界岩画委员会
执委汤惠生等人齐聚南阳，将使用
微腐蚀技术进行岩画断代研究，期
望对中原岩画天书进行年代确认。

2010 年，南阳方城、镇平、南召
等地发现 6000 处岩画天书，今年
初，南阳鸭河工区及其周边再次发
现大量岩画群，初步判断，这与方
城岩画、新郑具茨山岩画形态一

致，同属中原岩画。
岩画是史前人类在石头上刻

画的图画或图案，分人物动物等具
象画和凹穴等抽象图。目前，国际
认可的岩画出现时间是 4 万年前。

南阳发现的岩画天书主要有
凹穴、图案、巨石等，大小不同的凹
穴与长短凹槽线连接所形成的“远
古示意图”，主要反映出古人的巨
石崇拜和生殖崇拜，初步推断可能
是古人的祭祀遗迹，对中国文明史
的研究产生重大意义。③6

为充分展示我省志愿服务工作的成果，
推动“文明使者”服务站点进一步发展壮大，
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发展，6月下旬，省会媒
体对郑州市、洛阳市、济源市等 13个省辖市
和巩义市、邓州市两个省直管县进行了为期
六天的集中采访，宣传报道了一批优秀“文
明使者”志愿服务站、志愿服务活动品牌、志
愿服务典型人物等。采访中，记者们看到，
全方位、多层次的志愿服务活动精彩纷呈，
成为文明河南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文明使者”志愿服务站成主阵地
“文明使者”志愿服务站是我省志愿服

务工作的一个创新品牌。巩义市坚持量力
而行、循序渐进，以公共场所、窗口单位和社
区为重点，选择基础条件好，带动作用强，社
会影响广的宋陵公园南门、市人民医院门诊
大厅等建成六个志愿服务站，对评出的优秀

“文明使者”志愿服务站进行奖补，确保建成
一个，带动一片，真正使志愿服务站成为发
布志愿服务信息的平台，成为志愿者的“娘
家”。漯河市老街社区志愿服务站身处闹
市，16支志愿服务队在这里开展各具特色的

志愿服务，这里已成为邻里守望以及关爱留
守儿童、空巢老人和残疾人的主阵地，整个
社区生活呈现出和谐幸福的局面。

志愿服务品牌化有声有色
经过多年的辛勤耕耘，我省社会志愿优

质服务品牌呈现“群星璀璨”的喜人形势。
邓州“编外雷锋团”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
模”荣誉称号，他们始终把传承弘扬雷锋精
神作为崇高追求，坚持不懈开展学雷锋志愿
服务活动，积极吸纳社会各界共 1万余人参
加，成为中原大地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一面
旗帜。济源市济渎庙小导游志愿者来自庙
街小学五、六年级的小学生，他们义务为游
客提供导游服务、免费帮扶、文明劝导。两
年多来，小导游们已成功接待了省内外游客
2.5万人次，得到游客的高度评价。

平顶山优胜街社区创新养老方式，成
立“虚拟养老院”，将 60 岁以上老人登记造
册，采取专业人员与志愿者服务相结合方
式，上门一对一提供家政、医疗保健等 6 大
类 30 余项服务。周口供电公司“牵手”志
愿者服务队、商丘“跟我来”志愿服务微信
群、濮阳宋丽萍服务队等一大批志愿服务
品牌如百花盛开，争相斗艳，一股股爱心浪

潮正在中原大地涌动。

制度建设构建长效机制
为了推动志愿服务活动的规范发展，

我省出台《推进全省志愿服务制度化的实
施意见》。郑州市以项目化运作为突破口，
启动志愿服务项目资金援助工程，41 个项
目通过评审，最大单项援助金额为 45 万
元，其中“安全保护伞”项目还获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支持、“311 类家庭”关爱空巢老
人等项目获全国志愿服务项目一等奖。安
阳市北关区新村社区志愿服务站发挥社区
建站优势，整合社会力量，创新活动载体，
开展便民志愿服务和居家养老活动，实现
学雷锋活动常态化，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
代先进集体。

而今，广袤的中原大地上，形成了“做文
明人、办文明事”的社会风尚，千万双手汇聚
一起，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精神，传递着时代的正能量。③6

本报讯 （记者董学彦 通讯员武鹏
亮）7 月 2 日上午，许昌市建安大道出现
了一列特殊的自行车骑行者——市委书
记王树山和部分市委领导。

当日，许昌市区公共自行车交通系
统正式发卡投入试运行。据了解，许昌
市公共自行车系统共分三期实施，目前
完工的是一期工程，共设置站点 55个，投
放自行车 1200 辆。第三期工程在 2016
年前完成，届时将建自行车站点 200 个，
投放公共自行车 5000 辆，覆盖整个许昌
市区，形成闭合循环的自行车交通系统。

许昌市公共自行车系统主要由控制
器、锁车器、自行车三部分组成，1 小时
内免费骑行，1 小时以上 2 小时以内收费
1 元，2 小时以上 3 小时以内收费 2 元，3
小时以上按 5 元收费。市民持身份证或
者户口本，在管理亭缴纳保证金后，就可
以办理租赁卡骑车。市民只要将租赁卡
放在控制器上，就能够解锁骑车。

王树山说，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不
仅能解决广大市民公共交通换乘的“最
后一公里”问题，也是注重生态环保、建
设低碳城市、树立文明形象的实际举
措。要通过宣传，鼓励更多市民选择这
种绿色出行方式，使公共自行车交通系
统成为许昌一道靓丽的风景。③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