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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晓琪

4月 10日，为期两天的2017年全
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峰会在郑州召开。
记者跑会发现，在这个“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时代，除了学习成绩、道德
品质外，高校毕业生的创新思维、创新
能力越来越被用人单位所看重，政府、
高校和社会各界共同搭建学生创新能
力培养平台，一批具有创新思维、创新
能力的大学生脱颖而出，他们的人生
因此更加出彩。

创新点亮青春梦

4月 11日，记者从郑州航空工业
管理学院获悉，该校学生田帆帆、宋
杰、惠钰杰、李国清在何景浩老师的指
导 下 完 成 的 作 品《BACK HOME》
(《回家》)，荣获有全球设计界“奥斯卡”
之称的德国 IF 设计新秀奖。《BACK
HOME》是一款利用手机指纹识别技
术，帮助寻找走失者和让走失者轻松
找到家的APP。

获此奖项的，还有郑州大学机械
工程学院工业设计专业的林昌坤。为
了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吃上热乎乎的
午饭，他设计出一款成本不足10元的

“Warm再加热餐盒”。这个“有情有
爱”的设计，赢来众多网友点赞。如
今，还在读大四的林昌坤已拿到英国
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录取通知
书，这也是郑州大学工业设计专业学
生首次被这所全球著名院校的设计专
业录取。

创新思维不仅点亮了青年学子的
青春梦想，也使他们的职业之路更加
顺畅。毕业于郑州航院工业设计专业
的任媛媛现供职于小米科技，勇于创
新的她设计的小米LED智能台灯、小
米蓝牙耳机、米家恒温水壶均获世界
级设计大奖。

拥有创新能力的佼佼者还有很多。
通过普及创新创业教育、推进创新创业
实践，我省高校在培养创新型人才、应用
型人才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创新助力创业梦

前不久，我省首届大学生创新创
业标兵出炉。虽然领域不同、经验各
异，但谈起成功之道，他们纷纷表示离

不开创新意识。
毕业于河南农业大学的河南希

芳阁绿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洋洋，凭着超前眼光和创新思维，
看准了“当时在国内刚起步、河南还
是空白”的无土草坪的市场前景，在
团省委和母校的支持下，5年间就将
希芳阁从一个大学生创业的小微企
业变身“新三板”挂牌企业。王洋洋
说，“新三板”主要面对成长性和创新
能力俱佳的高新技术企业，希芳阁能
成功挂牌，公司的创新精神是重要原
因之一。

另一位大学生创新创业标兵李威
说：“创业者的春天已经到来。如今从
国家到地方都在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各种支持性的政策也相继出台。国

家政策助力我们实现梦想，青年人更应
该焕发出应有的激情和创造力。”

采访中，不少大学生表示，把书本
知识学好只是必备的基础，创新思维、
创新能力已成为优秀学子必须具备的
素质。

营造良好创新氛围

为培养出更多创新型人才，开展
大学生创业大赛、职业规划大赛等活
动在我省不少高校已成常态。创业训
练与实践、科技创新等第二课堂活动，
大大激发了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激情，
培养了他们的创新创业能力。有些高
校还设置了创业教育学院，开设了就
业创业教育课程，设置了创新实践学
分。创新创业教育，已融入我省高校
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为解决学生创业实践场地缺乏的
实际难题，我省高校纷纷建设大学生创
业孵化园，为有创业欲望和能力的学生
提供创业实践平台，对大学生的创业项
目进行孵化，大批创业大学生得到了锻
炼。走向社会后，他们或增加了创业成
功率，或因为具有创新思维而在工作岗
位上表现得更加出众。

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为扶持
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我省每年投入
超过1亿元。

采访中，对于创新热潮、创客教育
热潮中出现的急功近利现象，专家学
者给出了理性的建议：创客教育不一
定非得做出什么作品，也不必一味追
逐比赛和奖项，相比于掌握某项技能，
培养创新思维其实更重要。②40

本报讯（记者 孙欣）4月 11日，
由中欧法律援助合作项目检测评估
专家、中欧法律援助合作项目欧方
负责人及司法部相关部门负责人等
10多人组成的考察团来我省，就中
欧法律援助合作项目开展情况进行
调研。

中欧法律援助合作项目是中
国与欧盟在 2012 年签署的财政协
议项目，欧方提供 500 万欧元的无
偿援助，在法律援助领域协助中国
司法部开展机构和人员能力建设，
同时选取部分地区作为试点。作
为合作项目试点省份，2016年我省
正式启动了中欧法律援助“1+10+
100”项目，在济源市、郑州市管城
区、开封新区、新县、襄城县、清丰

县等 6 地开展先行先试，内容是在
6 地分别建立和发展 1 个县级法律
援助中心、10个乡镇法律援助工作
站、100 个村法律援助联络员，使
法律援助资源辐射和服务更多的
困难群众。

考察团一行先后听取了省法律
援助中心、6地试点单位就项目实施
开展情况的汇报，并和项目参与人员
进行了座谈。

中欧法律援助合作项目官员黛
比·梅内塞斯女士说：“河南在项目执
行工作中积极主动，组织严密有序，
各项试点活动进展顺利。希望双方
能进一步深化项目合作交流，不断丰
富项目内容，确保项目执行取得更大
实效。”③4

一、戏剧

名次 作品名称 报送单位
1《全家福》省文化厅
2《游子吟》新乡市委宣传部
3《驻村书记》平顶山市委宣传部
4《口上的女人》周口市委宣传部
5《都市阳光》郑州市委宣传部
6《燕振昌》许昌市委宣传部
7《小马过河》省文化厅
8《八月桂花开》信阳市委宣传部
9《陈蕃》驻马店市委宣传部
10《关公》洛阳市委宣传部
11《蔡文姬》省文化厅
12 《商颂·古城寻梦》商丘市委

宣传部

二、电影（动画电影）

名次 作品名称 报送单位
1《刻在石磨上的勋章》焦作市

委宣传部
2《第一大案》郑州市委宣传部
3《家有贤妻》驻马店市委宣传部
4《苏武牧羊》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5《爸爸的木房子》鹤壁市委宣

传部
6《仁医胡佩兰》省卫计委
7《孝子楼》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8《小锅盖当官》安阳市委宣传部

三、电视剧（电视动画片、电视纪
录片）

名次 作品名称 报送单位
1 《鉴史问廉》省新闻出版广电

局
2 《乡里彩虹城里雨》南阳市委

宣传部
3 《功夫少林》省新闻出版广电

局
4《大天鹅》三门峡市委宣传部
5 《“糊涂”县令郑板桥》濮阳市

委宣传部
6《牡丹》洛阳市委宣传部
7 《伟哉汉字——许慎与说文解

字》漯河市委宣传部
8《彭雪枫》商丘市委宣传部

9《黄帝史诗》郑州市委宣传部
10《激情岁月树丰碑》济源市委

宣传部

四、广播剧

名次 作品名称 报送单位
1《永不褪色的照片》省新闻出

版广电局
2《马鞭的召唤》省新闻出版广

电局
3《旧草帽》开封市委宣传部
4《老兵》漯河市委宣传部

五、歌曲

名次 作品名称 报送单位
1 《互联网+》驻马店市委宣传

部
2《民心向梦》省文化厅
3《西瓜村的故事》许昌市委宣

传部
4 《你的梦，我的梦》 郑州市委

宣传部
5《泡桐花开》新蔡市委宣传部
6《让中原更出彩》省新闻出版

广电局/省文联

六、图书

名次 作品名称 报送单位
1《命脉》省文联
2《中国红旗渠》 中原出版传媒

集团
3《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中原

出版传媒集团
4《驴长老》焦作市委宣传部
5《花儿与歌声》省文联
6 《换种方式看世界》 兰考县委

宣传部
7《穆青自述》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8 《星云团之光——走进新乡先

进群体》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9《永不飘落的红叶——文武兼备

彭雪枫》省军区
10《抗战难童流浪记》省新闻出

版广电局
11《浮生》周口市委宣传部
12《此念此心》新乡市委宣传部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4月 11日，
全国大学生创业英雄走进河南暨河南
共青团“一学一做”教育实践示范活动
在黄河科技学院举行。活动现场，
2016年全国大学生创业英雄百强代表
分享了自己的创业故事，并与参会大
学生开展交流与对话。

团省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活动是河南共青团“学习总书记讲

话 做合格共青团员”教育实践示范
活动之一，旨在营造创新创业的浓
厚氛围，鼓励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
身创新创业的洪流，为决胜全面小
康、让中原更加出彩提供坚强持久
的支撑。

据了解，全省各级团组织和全体
团员还将通过撰写一篇心得体会、参
加一次主题团课、评选一批优秀作品、

接受一次集中评议、重温一次入团誓
词、选树一批先进典型、开展一次组织
整顿、接受一次实践锻炼、开展一次网
络主题团日活动、创建一批团员先锋
岗（队）等“十个一”活动，以深化“一学
一做”教育实践。

“开展‘一学一做’教育实践，是
对各级团的工作整体水平的一次检
验。河南共青团将以保持和增强政

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为基本要求，持
续深化‘凝聚青年、服务大局、当好桥
梁、从严治团’四维工作格局，弘扬
敢于担当精神，勇做时代的劲草真
金，建设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坚强有
力的共青团。”团省委书记、党组书
记王艺说。

据悉，全省“一学一做”教育实践
从今年2月开始，9月结束。③4

4 月 7 日起，“抚摸郑
州——2017城市主题公共
艺术展”在省美术馆举行。主
办方用数千张新旧照片，记
载了 60多年来郑州的发展
与变化。这些照片都是普通
的城市记录者所拍，本次展
览将持续到本月13日。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我省团组织集中开展“一学一做”教育实践

创新创业点亮大学生青春 中欧法律援助合作项目
考察团来豫调研

河南省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公示

河南省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专家评审委员会于2017年
3月 24日进行终评投票，评出本届“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 52部，现予以公
示。公示时间为2017年4月12日至2017年4月18日。

联系电话：0371-65902365
河南省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4月12日

获奖作品名单

制图/王伟宾

抚摸郑州
见证变迁

（上接第一版）
她的产品销路不畅，李秀旺和其

他村干部就通过各自的关系，和她一
起开拓市场，打开了局面。

在村里的帮助下，去年，申成云正
式注册成立了绿色家纺有限公司，谋
划把小作坊发展成正规的小企业，通
过“滚雪球”的方式一步步做大做强：

“有个愿意帮群众排忧解难的好支书、
好支部，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2014年年底，恰逢村级组织换届
选举，10月初的一次三级书记例会，对
此事专题讨论，认为以往选拔村支书
只需要乡镇认可、村里党员举手表决
通过即可，重程序轻结果，容易出现把
关不严，选出来的有些“两委”班子软
弱涣散，村干部畏难情绪大、责任心不
强、决策不民主，缺乏驾驭能力，不能
造福群众，成为农村的不稳定因素。

在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三级书
记例会连续三次以村级组织换届为主
题，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由纪检、组
织、政法、信访、计生等 12个部门，对

每一个支部书记人选进行资格审查，
并进行群众满意度调查，调查进村入
户率达到100%，见面率不低于总户数
的三分之二，群众满意度低的取消资
格……通过一个个近乎苛刻的环节，
最终配齐配强了基层“两委”班子。

李秀旺就是在这次村级组织换
届，被选举出来的新“领头羊”，他不仅
成了申成云的“福星”，也给其他村民
带来了“福气”。

从事建筑行业多年的李秀旺，带
领群众成立建筑施工队伍，在施工过
程中把村民培养成技工，如今有 100
多名村民成为常年的建筑工人，建筑
队人数最多时有 200多人，从业人员
平均月增收5000元。

德士村有个成立 20多年的传统

蟋蟀市场，每到 8月吸引大量来自上
海、广州、北京、西安、山东等地的客商
收购蟋蟀，让德士村每年增收 200多
万元。李秀旺带领村“两委”引导村民
成立了“蟋蟀合作社”，新建了专门的
场地，邀请相关专家当顾问，为蟋蟀市
场注入文化元素，正谋划挖掘市场潜
力、发展第三产业，让蟋蟀市场成为村
里的品牌和招牌。

李秀旺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以来，
德士村党支部从“三类支部”变为“一
类支部”，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被
评为市级“五好村党支部”。

干部作风转变，群众喜
笑开颜

丰庄镇殷庄村孤寡老人殷老汉与

侄子一起生活，因家庭琐事闹起矛盾，
和侄媳妇拌了几句嘴，4月 7日上午，
他来到丰庄镇党委书记樊超楠的办公
室，倾诉起生活的烦恼。

樊超楠赶紧放下手中的工作，给
老人倒上一杯热茶，拿着笔和本边听
边记边开导，随后，樊超楠开车把老人
送回家中，当面和老人的侄媳妇讲情
理说法律，解开了他俩的心结，让他们
开开心心地握手言和。

老人的侄媳妇说，俺家这鸡毛蒜
皮的小事，还麻烦镇上的书记上门解
决，真叫人觉得惭愧，以后俺要好好对
待老人，不能再叫樊书记操心了。

“说起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对
身在其中的群众来说，每一件都是天
大的事。”樊超楠说，对于来访群众多

一点耐心倾听、多一点和颜悦色、多一
点换位思考，面对群众不推诿、不敷
衍、不摆架子，一定能赢得群众的理解
与信任，也一定能处理好群众的问题。

丰庄镇镇长姜波把樊超楠的一举
一动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要求全镇干
部都要做到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
从上到下齐努力，让这个曾经全县闻
名的“上访大镇”变得“风平浪静”。

据了解，三级书记例会注重抓干部
作风转变，抓住不落实的事，盯住不落
实的人，严肃进行问责，让为官不为、懒
政怠政的干部受到惩处，同时引导广大
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多为群众解
难题、办实事，县委书记祁文华从自身
做起，三级书记例会面向全县筛选出的
63个特困户，他趁周六周日挨家挨户

走访，“揭开锅看一看吃的是什么，坐上
床头看一看铺盖什么，拉一拉家常看一
看盼望什么”，还指定63家县直单位进
行一对一帮扶，共为他们解决住房、医
疗、生活等方面问题133个。

三级书记例会坚持把思想建党、制
度建党相结合，把创建服务型党组织落
小、落细、落实。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开展了“佩戴党徽亮身份”、县级领导
干部“五个一”活动，敢于亮明党员身份，
县级领导干部带头深入群众、深入基层，
开展调查研究，分包信访案件、贫困户及
后进党支部，共形成调研报告241篇，化
解信访案件177起，为贫困户办理实事
382件，转化提升后进党支部42个。

好作风营造出好环境。该县在全
省率先建立县级党委法律智库，荣获全
国法治县创建工作先进单位，公安执法
满意度在全省158个县（市）位居第一，
2014年、2015年连续两年荣获河南省
平安建设先进县荣誉称号，2015年、
2016年连续两年被新乡市委、市政府
评为全市信访工作先进县。

抓党建转作风，练好服务群众的“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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