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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 铮 通讯员
王广艳）“我就是个平凡人，干的
是平凡事儿，没啥可报道的。”7月
2日，在桐柏县委组织部，57岁的
副部长王修记接受采访时反复
说。王修记在桐柏县委组织部工
作 23 年，先后获得中组部“先进
个人”称号、河南省“学习弘扬焦
裕禄精神好干部”荣誉称号。

见到王修记的时候，他刚做
过颈椎手术，手臂和颈部还不太
灵活。

今年年初，王修记因长期心
脏病突发入院。医生检查时发
现，他手掌虎口肌肉萎缩，握拳无
力，诊断他不是心脏病，而是严重
的颈椎病压迫神经引起心脏供血
不足，再不治疗就会瘫痪。

由于长期超负荷熬夜加班，
饮食不规律，王修记还经历过一
次死亡考验。2001年春天，长期
胃部不适的王修记开始反复呕
吐，经确诊是胃癌晚期，这次化
疗手术切去了他四分之三的胃
部。术后不久，他又出现在办公
室。领导和同事劝他：“修记啊，
再休息休息，能干多少算多少
吧。”王修记说：“我才 40多岁，能
活一天干一天，能干一天赚一
天。”就这样，他热情不减，一干
又是 13年。

为给县里提供决策参考，王
修记经常下乡调查。他住在安
棚镇万岗村，写出了《后进村整
顿要抓住根本》，指出经济落后
是后进村整顿滑坡根源；他在银
洞坡金矿蹲点 7 天，写出调研文
章，提醒企业党组织要在生产经
营中发挥核心作用。调研过程
中，他提出对村支书进行公职管
理、选拔，极大地激发了村级干
部干事创业的热情。

王修记先后在中央、省级报
刊上发表 100 多篇文章，他提出
的“两票制”发展党员、村级组织
目标绩效管理等新机制被县委
采纳推行，有些做法还在全省组
织部长会议上进行经验交流。

“咱在组织部门工作，一举
一动都关系党的形象，能干啥不
能干啥，心里得有底。”在组织部
门工作 20 多年，王修记这样说，
也这样做。

王修记资历最深，四次提常
务副部长的机会都被他让给年
轻人。2011 年，县委换届，担任
常务副部长的王修记又把提名
县委委员的机会让给了别人。

王修记当上县委组织部副
部长后，他给自己定下原则：不
谋私利，不开绿灯，不徇私情。
他还要求家人不说情、不接礼、
不打旗号办事。当干部这么多
年，王修记的三个兄妹至今都在
老家务农、打工，他的女儿大学
毕业没工作，有人劝他张张嘴，
他纠结很久，最后还是由女儿自
己在外闯荡。

“人可以有私心，但心里要
有底线。”虽然遗憾没把女儿留
下来，但王修记毫不后悔自己的
坚持。“谁都想进步想提拔，也都
想让家人过得更好，但不能让人
指着脊梁骨说闲话。”③9

本报讯（记者王小萍 成利军）
7 月 1 日，一场特殊的报告会在
洛 阳 市 举 行 ，济 源 市 党 的 群 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愚公移山精
神情景报告会走进洛阳。洛阳
市直机关 300 余名党员干部参
加了报告会。据悉，此前，报告
会已经在郑州大学等高校举办
了两场。

报告会采用配乐诗朗诵和
电视短片的形式，情景再现了济
源市克井镇的朱元英老人从上
世纪 80 年代开始，率领祖孙三
代植树造林近 30 年，将 2000 多
亩乱石荒滩植成了绿色林海的
动人事迹。报告会以现场评书
形式，展示了社区民警毛立争，
把 辖 区 居 民 当 亲 人 ，甘 做 居 民

“贴心人”，真情服务居民的奉献
精神。

聆听报告的洛阳市直机关
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在今后
工作中，要进一步弘扬新时期愚
公移山精神，把机关党建工作与
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为
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
做出更大贡献。③10

本报讯 （记者惠 婷）近期，
一些微小的变化正在河南财经
政法大学师生身边发生：教室安
装了空调，学生的学习条件得到
了改善；自习室占座问题慢慢解
决了；全面启用宿舍门禁系统，
加强宿舍安全管理……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开展以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坚持“教学优先、学生优先”工作
原则和“教师是否满意、学生是
否满意”工作标准，已经连续推
出两批立行立改项目，切实做到
立行立改、不等不拖，让师生看
到实实在在的整改效果。

学校领导班子把解决突出问
题作为重要任务来抓，严格督促
各职能部门一手抓查摆问题，一

手抓整改落实。在立行立改项目
中明确提出“增加教职工学生意
见反映渠道”和“建立校领导深入
基层调查研究制度”等，更加广泛
征求各方面意见，全面细致地查
找“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

学校立行立改项目都明确
了牵头单位和完成时限，要求相
关 牵 头 单 位 高 度 重 视 ，创 造 条
件，采取措施，如期完成整改或
建设任务。针对师生员工反映
比较强烈的会议多、文件多、简
报多的“三多”问题，学校下大力
气集中整治，制定了《关于精简
文件、简报和会议的实施办法》，
加快 OA 系统建设步伐，提高了
工作效率。回应师生关切，学校
正在为全校教授配备专门工作

室、工作台，满足教学、科研需
要；人事部门正在拟定行政岗与
技术岗转岗管理办法，逐步理顺
不同岗位之间互相转换机制。

“通过教育实践活动，推进现
代大学制度建设，将学校的社会
价值定位从办什么样的大学转向
培养什么水平的人才，确立打造
一 流 本 科 教 育 的 人 才 培 养 目
标。”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相关负
责人介绍，学校实施了完全学分
制，改革课程教学范式，设立校长
教学质量奖，强化教学中心地位，
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志在培养
一流人才，把学校打造成培养高
水平经济、管理、法学等专业人才
的重要阵地，更好地服务中原经
济区和郑州航空港区建设。③9

序 号 姓 名 推荐单位 序 号 姓 名 推荐单位
01 马国强 南阳市 16 陈凤伟 驻马店市
02 马建亮 商丘市 17 陈晓磐 漯河市
03 王 飞 郑州市 18 杨钟敏 南阳市
04 王建国 信阳市 19 郑春光 周口市
05 王息辰 濮阳市 20 姜同焕 省交战办
06 亓国杰 鹤壁市 21 胡军伟 商丘市
07 江长治 洛阳市 22 留庄民兵营 济源市
08 刘汉杰 开封市 23 赵登义 郑州市
09 刘庆言 濮阳市 24 秦治章 三门峡市
10 刘德坤 鹤壁市 25 夏振红 平顶山市
11 孙宏伟 焦作市 26 高 空 南阳市
12 闫磨生 新乡市 27 高岩飞 洛阳市
13 许大海 许昌市 28 常华杰 驻马店市
14 何广山 平顶山市 29 温 飞 新乡市
15 李华超 安阳市

河南省第四届优秀复转军人年度人物评选
候选人一览表（以姓氏笔画为序）

河南省第四届优秀复转军人年度人物评选选票

投票人身份证号：

本报讯（记者董学彦 通讯员
张 楠 和 忠）7 月 3 日，省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刘满仓在许昌市调
研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时指出，要以
深化改革促进政法工作，促进社会
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平安建
设。

当天上午，刘满仓一行先后到
长葛市检察院、老城司法所、魏都
区产业集聚区法庭和东城区派出
所进行实地调研。每到一处，刘满
仓都同基层政法干警亲切交谈，详
细了解他们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并同前来办事的群众交流，
现场询问他们对干警工作的满意
程度。他强调，政法干警对待群众
要像亲人一样，态度好一点、微笑
多一点、办理快一点，最大限度地
提供方便和帮助。

下午，刘满仓主持召开座谈

会，听取许昌市政法部门领导和基
层政法干警对司法体制改革工作
的意见建议。他说，许昌市委和政
法部门对司法体制改革有激情、有
热情、有积极性，提出的意见建议
有建设性和针对性，对全省深化司
法体制改革有较高参考价值。许
昌市现在进行改革有基础、有优
势、有条件，希望许昌市委、市委政
法委增强开拓创新意识，积极探
索，用心做事，对改革加强统一协
调、研究指导、督查督办，努力以深
化改革促进政法工作，促进社会稳
定，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平安建
设。要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把
司法体制改革已经确定的和正在
做的事项做实、做深、做细，做出水
平、做出实效、做出特色，探索出许
昌司法体制改革的新路子，力争为
全省提供经验。③7

刘满仓在许昌调研时指出

以深化改革促进政法工作

王修记：
平凡工作也能精彩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回应师生关切 做到立行立改

愚公移山精神情景报告会走进洛阳

7月 5日，河南省第十二届运动会暨首届全民健身大会青少年跆拳
道比赛在沁阳市正式开赛，来自我省 17 个地市的 433 名青少年选手将
进行为期 6天的激烈角逐。⑤4 李亚锋 杨志强 摄

7月 4日，中原油田采油一厂工作人员正在为电容器进行加装。此
举是为了提高电网功率因数，加大线路及计量站电容无功补偿力度，提
升线路安全水平和线路节能化运行。⑤4 白国强 摄

7 月 4 日，项城市沙河港一座座泊位吊塔耸入蓝天，蔚为壮观。该
市亿嘉港航实业有限公司投资 2.62 亿元建设沙河项城港和临港物流
园，4个 500吨级泊位即将投入使用。⑤4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7月 4日，淇县北阳镇王庄村的村民正在家门口上班做服装。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该
村干部积极牵线，使县城一家企业在村里办车间，安排留守妇女家门口就业。⑤4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本报讯（记者刘 洋）7月 5日，
有我省美术界“全运会”之称的

“第十二届河南省美术作品展”在
省美术馆开幕。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蒋笃运，副
省长张广智，省政协副主席靳克
文等出席开幕式，并与 800 余名来
自省内外的美术爱好者共同参观
展览。

本届展览由省文联、省文化
厅、省美协主办，共展出包括中国
画、油画、水彩水粉画、版画、雕塑
等各个画种在内的 1071 幅作品。

这些作品是由评委会从各市选拔
上来的近 6000 幅参赛作品中通过
无记名投票方式评选出来的。作
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全面反映
了 5 年来我省在经济、社会、文化、
生态等各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
彰显了我省美术界深入实践、深
入生活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河南省美术作品展每五年一
届，是我省美展中规模最大、画种
最全、水平最高、最具权威性的综
合性大展。本届展览将持续至 7月
25日，由省美术馆、郑州美术馆、升
达艺术馆 3个场馆展出。③7

本报讯（记者李虎成 通讯员
裴龙德 赵同增）7 月 3 日下午，辉
县市张村乡裴寨村附近突降暴
雨。裴寨村民裴泉进担心蔬菜大
棚被淹，匆忙赶到田间，却意外地
发现，奔腾的洪水从四面八方涌
入去年刚建成的裴寨水库，自家
的大棚安然无恙。

“ 真 是 多 亏 了 水 库!要 搁 以

往，俺这一棚蔬菜就真的‘泡汤’
了，要损失好几千块钱，全村至少
得损失十几万！”裴泉进告诉记
者，裴寨地处太行山区，常年干
旱 ，以 前 吃 水 困 难 ，种 地“ 望 天
收”；但若遇到大雨山洪，却又房
倒屋塌、庄稼绝收。

而裴寨水库的建成，一拦洪
二蓄水，让这一切成了历史，投入

使用刚半年就建下了奇功。
2011 年 3 月，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道德模范、裴寨村党支部书
记裴春亮，带领群众利用裴寨老
村天然深沟开始建设裴寨水库，
工程投资 6300 万元，除去政府支
持、群众捐款以外，剩余资金缺口
全部由裴春亮承担。该水库全长
2300 米，平均宽 50 米、深 7 米，容

水 80 万立方米，北干渠到水库修
建了 3000 米的引水干渠，水库下
游修建有移洪渠道。去年年底，
水 库 正 式 建 成 蓄 水 ，水 面 面 积
11.5 万平方米，让干涸了千百年
的山乡首次出现了“平湖”。

这是水库建成后遇到的第一
场暴雨。暴雨过后，裴寨村民不
约而同来到水库沿岸，争相观看

水库蓄水的壮景。
“这水库不仅能拦洪蓄水，作

用还大着呢！”裴春亮对记者说，
水库的建成，不仅能解决干旱缺
水问题，满足村民日常生产需要，
还能依托山水发展特色旅游，发
展水产养殖、休闲垂钓、水上娱
乐、农家餐饮等 6 大产业，可提供
近万个就业岗位。③6

第十二届河南省美术作品展开幕

一拦洪二蓄水 变暴雨为壮景

裴寨水库首次建功

本报讯（记者陈小平）7月 6日
上午 8：00 至 7 月 10 日 18：00，为我
省第三次志愿填报时间。此次填报
的是本科三批和高职高专批志愿，
也是今年最后一次志愿集中填报。

今年，本科三批、高职高专批
共计划招生 330986 人，占全部招
生计划的 58%。其中，本科三批计
划招生 75197 人，包括理科 44745
人、文科 30452 人。

今年我省专科计划为 255789
人，其中文科 132679、理科 123110

人。专科批次的招生计划，占全部
招生计划的 45%以上。

此外，7 月 5 日，省招办公布
了我省 2014 年普通高校专科应
届毕业生升入本科阶段学习的招
生计划，今年，我省将有 2.5 万余
名专科毕业生进入本科阶段继续
学 习 。 据 了 解 ，今 年 全 省“专 升
本”招生院校均为省内高校，包括
河南农大、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
南理工学院、洛阳师院、郑州科技
学院等。③7

高招第三次志愿填报今日启动

（上接第一版）在项目引进上，该县
提高企业准入门槛，围绕纺织、光
电等主导产业，优先引进环保型、
节地型和资源利用型企业，着力打
造污染小、产值高、技术含量高的
全产业链条。目前，新野县产业集
聚区已形成以新纺、罗蒙为龙头，
59 家企业组成的纺织服装产业集
群；以鼎泰电子、国星光电为龙头，
16 家企业组成的光电电子产业集
群，集聚发展优势日益凸显。

在加快生态城市建设中，新野

县突出城市化与服务业相互支撑，
协调发展，把商务中心区作为加快
城区经济发展和现代服务业建设
的突破口，不断完善商务中心区功
能，改善人居环境。目前，新野已
规划建设东北新区、创意生活城两
个城市综合体，打造了文化广场、
汉城广场两个特色商业街区。此
外，该县不断加强城市绿化、生态
建设和生态治理，正在建设中的白
河滩公园，将成为集防洪、休闲、交
通及优化发展环境等功能为一体

的城市功能新区。
在产业生态化的支撑下，新野

县着力实施蓝天工程、碧水工程、
乡村清洁工程等改善环境质量三
大工程，以县城中心城区、城乡接
合部、乡镇集镇为重点，开展全民
大扫除和垃圾大清理，美丽新野建
设成效初现。

新野县委书记常英敏说：“新
野坚持生产与生态兼顾的理念，重
点打造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产业
集聚区、商务中心区三个平台，着力
抓好‘蓝天’、‘碧水’、‘乡村清洁’三
大工程，走出了一条富裕、生态、宜
居中等城市的科学发展之路。”③6

（上接第一版）同时，把水系建设与
绿化、景观、治污、产业等相结合。
目前，县城规划区内生态水面近
4000 亩，蓄水近 1000 万立方米。
2012 年以来，该县实施了公园绿
化、道路绿化、生态林带等立体绿
化工程，目前，城区绿地面积达 329
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 36.2%，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 15.6 平方米,成为

开封市第一个获省级园林县称号
的县城。

产城互动，融合发展。 2013
年、2014 年通许县产业集聚区连续
两年成为我省十快产业集聚区。
电动车产业作为通许县产业集聚
区主导产业，在我省县域经济产业
布局中独树一帜。五星钻豹、沃隆、
新日、光明等 10 余个知名品牌，56

家生产企业齐聚通许，使电动车产
业在通许县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2013年，产能达到 300万台，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05亿元。截至
目前，集聚区已拥有电动车发明专
利 60多项，实用新型专利 80多项。

按照规划，通许县在完善产业
链条，推动产业链条式、发展的同
时，提升城市支撑力，实现城市和产
业的功能对接，到 2015年实现以产
兴城、以城促产、产城互动、融合发
展、宜居宜业的生态新城。③11

新野科学发展力促产业生态化

通许宜居宜业产城互动谱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