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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33.6亿元

本报讯 （记 者 何 可）7 月 4 日 ，省 重
点项目、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20 万吨（1+1）3300mm 宽幅热连轧生产线
正式投产运行。这将加大我省高端铝产
品发展力度，加快巩义市千亿级铝工业基
地建设步伐。

该 生 产 线 可 生 产 规 格 为 厚 度
0.009mm-600mm，宽 度 10mm-3100mm，长
度 600mm-12000mm 的铝板材产品，其成功
投产运行将使明泰铝业的年生产加工能力
提高至 65万吨。

据了解，这条热连轧生产线的产品可满
足汽车、轮船、C80 运煤车及罐车等交通运
输工具的铝板应用需求。

明泰铝业目前致力于交通用铝材的研
发和制造，近年在交通用铝领域持续增加
投入，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公司目前所能
生产的产品种类有：车厢板、船用板、汽车
罐体料、彩涂料、热轧厚板、镜面铝板，1 至
8 系合金铝板等。

此次热连轧新生产线的投产，有效提
升了明泰铝业的竞争实力，不仅拓展了产
品宽度，而且延伸了产品的应用领域，在
保障产品高品质、大规格的同时，也提升
了生产能力。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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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泰铝业热连轧
新生产线投产

邓州邓州：：水源地明珠放光水源地明珠放光彩彩
——来自邓州市来自邓州市““六六城联创城联创””的报告的报告

□本报记者 李 铮 本报通讯员 王静会

本报讯 （记者任国战 通讯员张旭涛）
7 月 3 日，记者来到位于滑县产业集聚区
的奥奇丽工业园，蓝天白云下，一排排整
齐划一的标准化厂房映入眼帘，生产车间
内，技术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调试设备，
数十名工人在生产流水线上熟悉着生产
工序。

“我们这个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主要
生产田七药物牙膏和日化系列产品，目前
项目已进入工人培训和试生产阶段。下一
步，我们将依托自身技术优势和品牌资源，
着力打造中原最大的日化产业基地。”项目
经理孙胜甫对企业发展前景信心十足。

奥奇丽工业园是滑县大力实施招商
引资战略，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近
年来，该县把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作为经
济工作的主线，先后引进建设了投资 32 亿
元 的 盈 德 气 体 、投 资 29.6 亿 元 的 永 达 食
品、投资 37 亿元的美的工业园、投资 15 亿
元的光明乳业等一批投资额度大、市场前
景好、带动作用强的大项目。截至今年 4
月底，该县共引进项目 13 个，实际到位资
金 20.1 亿元。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
下，滑县这个传统农业大县如何在招商引
资中实现华丽转身？“优化环境和优质服
务 是 我 们 开 展 招 商 引 资 工 作 的 金 字 招
牌。”该县县长陈忠一语解开了记者的疑
问。

近年来，该县累计投入 33.6 亿元，用于
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区内实现“六通
一平”，为招商引资搭建了一流平台。投资
11亿元打通连接县城至大广高速的长虹大
道（东段）和连接县城至长济高速的政通大
道两条快速通道，有效破解交通瓶颈，基本
形成了“田”字形开放式路网格局，交通优
势日益凸显。

该县对落地项目全程实施“保姆式”
服务，着力打造优质服务高地。成立代办
中心对客商实行全程代理，采取联审联批
联办机制大幅提高项目手续办理效率，由
县级领导分包重大项目，有效解决了项目
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了项
目开工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快。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瞄准全国 500 强
和行业龙头企业，围绕主导产业开展精准
招商，努力形成‘精准对接、多点突破’的
倍增效应，‘招一个’、‘引一串’、‘带一片’
的连锁效应，抓紧建成投产一批、洽谈签
约一批、联系考察一批、论证储备一批，为
实现县域经济腾飞加足马力，备足后劲。”
陈忠说。③11

2014年 6月 25日，邓州市“编外雷锋团”被中宣部授
予“时代楷模”称号，“编外雷锋团”还先后多次登上央视

“焦点访谈”栏目。而在不久前，部分邓州籍雷锋生前战
友 50年后重返沈阳军区雷锋团，开展学雷锋经验交流会
系列活动。一场以雷锋精神推动双拥工作的热潮在邓州
全市上下涌动。

邓州享有“中国第一雷锋城”的称号，邓州“编外雷锋
团”更是享誉全国。近年来，邓州以编外雷锋团为载体，
在保持五届“省级双拥模范城”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创建

“全国双拥模范城”活动。
1997年，560名邓州籍雷锋战友成立“编外雷锋团”，

在邓州各条战线上默默奉献着雷锋精神。到目前，邓州
“编外雷锋团”先后经过 24次“扩军”，已由最初的 3个营
560 人，发展到现在的少年营、青年营、电力营、大学生
营、交警营、吧友营、白牛营等 19 个营 1.3 万人，成员涉
及工人、农民、学生、干部等各个层次，成为全国最大的
学雷锋志愿者团体。在邓州“编外雷锋团”的带动下，邓
州涌现出学雷锋先进集体 274 个、先进个人 1.8 万人、见
义勇为先进分子 200 多人，全市自发成立学雷锋指导小
组 23个。

为营造浓厚的双拥氛围，邓州聘请专业制作团队，
精心制作了“军民融合诵春潮”电视专题片、宣传画册，
新视野、大角度全面反映邓州在双拥工作方面的成就。
在市属报纸、电视台、电台和网站开辟国防和双拥宣传
教育专栏，定期向移动、联通用户发送国防教育和双拥
宣传知识，在主要交通路口、宾馆、烈士陵园、公共场所、
部队营区等处设立永久性双拥大型标牌 5 块、固定宣传
牌 100块。

同时，对涉军事业单位和烈士纪念设施升级改造。投
资 4000万元升级改造了邓州市“编外雷锋团”展览馆，集
声、光、电等现代化手段于一体，成为全国一处重要的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投资 200余万元升级改造邓州烈士陵园，
新修花岗岩烈士墓 583个，硬化美化水泥路 3000平方米，
栽植花木 1900株；英雄广场改造、围墙砌筑工程也已完工，

“抗震救灾英雄”武文斌烈士事迹展览馆进入施工阶段。
该市还成立医疗巡诊服务队和优抚义诊领导

小组，为优抚对象提供上门服务。邀请市人武
部、民政局专业人员为政府机关作双拥和国
防知识专题讲座，组织双拥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参加军事日活动。③12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红色雷锋城，历史文明地……7月 2日，步入满眼苍翠的邓州市区，就

如同置身于环境优美的天然氧吧。具有邓州风景特色的北京大道、滨河

大道宽阔大气，成为邓州的一道新风景；坐落在湍河之滨起航扬帆的编外

雷锋团展览馆，给人以震撼奋进之美；花洲书院内无限的江南风情仿佛把

人带到了江南水乡。

这是“六城联创”给邓州带来的巨大变化，该市先后创成了省级双拥

模范城、省级园林城市、省级文明城市、省级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

国双拥模范城也正等待验收。

邓州，地处豫西南，是中原经济区对接周边省区的门户城市。2012年

11月，邓州被国务院确定为丹江口库区区域中心城市，因邻近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渠首，又享有中原天府、丹水明珠之称。

“推进‘六城联创’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是推进新型城市化的需

要，是坚持执政为民、全面改善民生的需要。”邓州市委书记史焕立说，“近

三年来，邓州坚持‘党政主导、部门实施、各级联创、全民参与’的原则，不

断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城市品位，提高群众素养，使邓州这

座具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更加迷人。”

2013年起，邓州从完善功能、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群众
幸福指数出发，全民齐动员，全市齐发力，共同推动“六城联
创”活动开展。

邓州成立了由市委书记任政委，市长任指挥长，相关部
门主要领导任成员的“六城联创”工作指挥部，指挥部下设 6
个分创指挥部和 3个具体办事机构，每个分创指挥部和具体
办事机构均有一名市委常委担任指挥长或组长，具体负责
各分项创建任务的组织落实，并实行了市领导“一包双联”
责任制，负责组织协调、督促检查。

“四大班子”领导人人手上有任务，个个肩上有担子。
各分创指挥部、各创建主体责任单位、市直各单位及各乡镇
街区也都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定任务，定标准，定时限，一级
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了活动的正常开展。

市领导先后多次实地调研指导旧城改造、内外城河治
理、农贸市场改造提升等创建重点难点工作，研究解决疑难
问题。市“六城联创”工作指挥部建立健全了每天碰头会制
度、通报制度、催办制度、媒体宣传曝光制度和周例会、月讲
评、季总结制度，对创建工作进行详细部署、跟踪问效、兑现
奖惩，有力推进了“六城联创”工作的开展，为创建成功提供
了前提。

临街商铺、住户、小区居民被发动起来，人人参与六城
联创。不少商户、居民不仅自觉维护活动成果，还自发走上

街头，打扫街道，清理垃圾，清除小广告，做好城市公共设施
的清洁工作。

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共同维护下，邓州
的水变清了，城市变绿、变靓了，变得更加舒适了。

仅 2014 年，邓州城乡建设完成投资 12 亿元，省级卫生
城市创建顺利通过验收，国家级园林城市申报上报住建
部。投资 500 万元疏通管道 5000 余米，铺设排污管道 1300
余米，定期清理内外城河漂浮物、杂草垃圾。完成投资 6500
余万元，新增绿地面积 530余亩，绿化补栽近 20条城市道路
行道树、绿化带，道路绿化普及率达 100％，达标率 80.2%。
对人民公园、新华游园等大小 30余处城市公园、游园、广场
的绿化美化进行了提升，城区公园绿地面积人均达 11.3 平
方米。对 20 多条道路路灯进行全面检修，更换电缆 5400
米，使城区道路亮灯率达 95%以上。夜幕降临，邓州主次道
路路灯和建筑物上的霓虹灯饰次第亮起，把市区装扮得亮
丽如画。

乡村也在发生着美丽蝶变。仅去年邓州 25个中心集镇
共投入资金 7209万元，开展道路硬化、绿化美化等工作，打
造“净、绿、美”田园风光，使村容镇貌明显改观，创建省级卫
生城市 6个、生态乡镇 3个。

在“六城联创”引擎的强力带动下，一幅“天蓝、地绿、水
清、景美、人和”的城乡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刚过年中，一系列文明创建活动正在邓州城乡如火如
荼地开展：在裴营乡文化广场，10 支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
舞蹈队正在进行舞蹈比赛；在汲滩镇，全国劳模王际银正
在给 300 多位群众讲述自己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在罗庄
镇，一年一度的“好媳妇”、“好公婆”评选活动已经拉开大
幕……

邓州，是一座拥有 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文明之花
在邓州的沃土越开越艳。

近三年来，邓州用一个个响亮品牌、一项项精品工程，
串起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精彩记忆。

环境塑造人。邓州在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商业网
点，以及主要路段、建筑工地，绘制和刷写“讲文明树新风”、

“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为主要内容的宣传画、标
语和户外广告牌，在医院、银行、电信等人口密集处利用电
子屏幕播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推进文明河南建
设”等公益广告；在城区公交车、出租车上的 LED屏 24小时
不间断播出“做文明人，办文明事”等流动字幕，力争让每面
墙壁、每个角落都“说话”，发正声，使广大群众看得到、听得
到、感得到。

一个典型就是一面旗帜。该市在典型宣传工作中持续
放大典型的道德示范和教化引领作用。邓州“编外雷锋
团”，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雷锋战友本色，无私奉献；乡

村医生曾伟 20 多年累计为患者减免医药费和爱心捐款 50
多万元，入选“中国好人榜”；教师王建平因开办“心灵之约”
信箱为学生回信，深受学生爱戴，被评为“中国好人”。近年
来，该市已有 6人入围“中国好人榜”，涌现出市级道德模范
80名，受省、市表彰的“美德少年”348人。这些道德模范的
引领力量，在全市逐步形成崇德向善、人人从善的良好社会
风尚。

在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中，邓州注重以丰富多样的活
动为载体，在全社会、各阶层、各行业、不同领域广泛开
展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创建，学雷锋评创，五好家庭、新
型农民、文明市民、道德模范、孝心儿女等评创活动。通
过报告座谈、事迹介绍，积极为身边好人立榜，为时代楷
模讴歌，为最美人物扬名。积极开展“践行价值观，文明
我先行”活动。在市委宣传部的组织领导下，联合多家
单位牵头搞好服务型机关建设、法治建设、诚信建设、文
明交通、文明餐桌、文明旅游等活动。同时，把“六大文
明”主题系列活动的内容和“做文明人、办文明事”的要
求纳入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文明社区等创
建活动内容和评价体系，扎实稳步推进“践行价值观，文
明我先行”活动，力争做细、做小、做实。扎实开展“文明
使者”志愿服务活动，在全市建立志愿服务站 120 多个，
志愿者 3.8 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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