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赵艳芳 王星

仅仅1天时间，体育路西延工程涉及的
26户拆迁户的基本情况全部摸查清楚；短
短 8天时间，健康路东延工程涉及的 64户
拆迁户签订协议，14天完成和谐拆迁；不足
1个月，市东海大道项目人民路北（修武段）
征迁工作顺利完成……连日来，修武县正
在开展的以“提速提质提效”为主题的创新
转型、激情作为大讨论大实践活动，不断强
化着全县干部职工“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
的发展理念和“永远快人一步”的开拓精
神。

“郑州加快融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焦
作致力跻身全省‘第一方阵’，是机遇，更是
挑战！修武如何借势登高、顺势而为？提
速，提质，提效！围绕‘一赛一节’主线，创
新转型，激情作为，实现弯道超车。”市委常
委、修武县委书记郭鹏说。

开展大讨论大实践活动，修武目标明
确，内容丰富，措施有力，务求实效。该县
分层次、分类别组织开展报告会、演讲赛、
集中宣誓、打擂台等活动，激发干部职工

“敢为天下先”的非凡勇气，提振大家“实干
至上”的精神状态，培育“做就做到极致”的
工匠精神，推动县级领导干部高位谋划、率
先作为，科级干部真抓实干、创新作为，普
通干部立足本职、激情作为。

随着大讨论大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
该县广大干部职工从思想到行动，从作风
到效能，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三提”提起的是精气神。向僵化思想
开刀，向畏难情绪宣战，向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亮剑。只有高位谋划，大胆创新，敢
于担当，发展才能快人一步。活动中，该县
通过邀请专家举办“宁城大讲堂”，解决干
部思想僵化问题，提升服务能力；通过推行

“超级工作法”，解决工作方法问题，提高办
事效率；通过深化干部“暖心工程”，解决执

行力问题，激发干部的为民“初心”；通过市
场化手段，解决发展资金问题；通过整治懒
政怠政，强化责任担当，提振精神状态。针
对今年春节期间该县北部山区发生的私挖
乱采现象，该县铁腕整治，严厉查处。精神
状态的转变换来发展态势的改变。按照上
级计划安排，郑云高速修武段绿化本是今
年冬季的工作，但该县自我加压，主动把绿
化工作提前到春季，目前全长 30公里的绿
化栽植工作已全部完成。

“三提”提高的是战斗力。干部群众按
照“说了算，定了干，再大困难也不变”的要
求，树立“项目为王、速度制胜”的理念，鼓
起劲来求发展，弯下腰来抓落实，办法永远
在现场，干成才是硬道理。云台山旅游综
合度假区项目包括 11个分项目，办理土地
手续所需材料多、程序复杂，正常办理至少
需要半年时间。该县国土局主动作为，提
前介入，跟踪服务企业准备相关材料，短短
40天，除个别需省政府批复的手续外，其余
全部办结。万方路建设工程项目因种种原
因，曾经三次开工，又三次停工，今年该县
交通等部门提前谋划，全程跟进，现场解决
问题，推动工程顺利实施，预计 5月底主车
道将建成通车。

“三提”提升的是发展的综合实力。该
县围绕“一赛一节”主线，以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创建为引领，以项目建设为主抓
手，以城市建设、景区建设、“一区两园”建
设为主阵地，全力推进产业强县建设，提
升县域综合竞争力。目前，该县健康路东
延、云台大道北延绕城、竹林大道综合改
造等 28 项城建工程全面铺开，云武堂、绞
胎瓷小镇等旅游项目快速推进。该县产业
集聚区建设佳音频传，年初至今已新增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3 家，另有 2 家省级工
程技术中心成功获批。北山治理成绩突
出，在全市综合评比中勇夺第一，被市委、
市政府授予全市北山治理工作先进县的荣
誉称号。15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何京辉

全市“近学许昌、远学扬州”动员大
会召开后，武陟县迅速召开会议，传达
学习市动员大会精神。该县成立了“学
深杭、促创新”活动工作领导小组，设立
活动办公室，分为综合组、宣传组、材料
组、督导组，制订下发了《武陟县开展

“学深杭、促创新”活动工作方案》，通过
在全县各级各部门开展“四个一”活动，
迅速掀起了“学深杭、促创新”学习热
潮。

开展一次大学习。武陟县委中心
组带头开展专题学习研讨，各级各部门
按照要求组织开展专题学习研讨,重点
学习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在全市“学
深杭、促创新”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学习
了《焦作市“学深杭、促创新”集中学习
活动工作方案》以及焦作日报社“学深
杭、促创新”专栏文章及系列评论，学习
深圳、杭州等地在创新发展方面的先进
经验做法，并以“如何通过学深杭、促进
自身工作”为题目进行了思考、研讨。

组织一次大讨论。全县各级各部
门在谋划推进“学深杭、促创新”学习
活动的基础上，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结
合全年工作目标，围绕全县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改革创新等
方面的重点工作，针对“组织创先、工
作创新、业绩创优”三个方面进行大思
考、大讨论。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
念，明确努力方向，调高发展目标，再理
工作思路，研究制订创新发展的行动计
划和实施方案。3月23日，“学深杭、促
创新，武陟怎么办？”大讨论在全县已经
展开。

同时，该县还制订了《“学深杭、促
创新”论坛方案》，届时将邀请相关专家
学者，为广大党员干部讲授最前沿的知
识。目前，论坛前四期论坛主题已经确
定，分别为“旅游创新”“金融创新”“科
技创新”和“美丽乡村建设”。

撰写一篇心得体会文章。该县要
求每个机关党员干部以“学深杭、促创
新”为主题，结合自身工作，撰写一篇
2000 字以内的心得体会文章。最后
由科室讨论、单位推选、全县遴选，评
选出一批优秀的心得体会文章，并集
结成册。

开展一系列宣传报道。着手做好
“学深杭、促创新”学习活动宣传工作，
注重运用报纸、电视、网络、短信、微信
微博、QQ等各类媒体，大力宣传“学深
杭、促创新”学习教育开展的重要意义、
活动要求、先进做法和活动成效等。

此外，该县五一劳动节拟举办
“学深杭、促创新·劳动模范表彰大
会”，以工会名义对全县各行各业的
劳模进行表彰；6 月份在全县组织举
办“学深杭、促创新”知识竞赛，7月份
举办全县“学深杭、促创新”演讲比
赛，8月份举办“学深杭、促创新”飞鸿

精神报告会。
据介绍，该县还成立了五个专项督

导组，对各单位“学深杭、促创新”学习
讨论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全程督导，确保
整个活动优质高效开展；各乡镇（街
道）、县直各单位、社区（村）利用宣传
栏、公示栏、阅报栏、LED显示屏等户
外媒体以及张贴标语、悬挂横幅、制作
板报等形式，开展社会宣传，营造浓郁
的活动氛围。

截至目前，该县已制作悬挂“学深
杭、促创新”喷绘 36个，标语横幅 260
余条,各类宣传版面320余个。15

河南理工大学

煤炭绿色转化实验室获批
本报讯（通讯员 徐春浩）记者4月7日从河南理工大学获悉，

该校申报的“河南省煤炭绿色转化重点实验室”经过专家评审、现
场考察及公示等环节，最终于近日获批建设。

据介绍，该实验室长期致力于煤炭绿色转化和能源技术创
新，主要围绕合成气催化转化技术与基础理论、煤直接催化转化
材料与技术、煤基功能炭材料可控制备技术与应用研究、VOC吸
附和催化转化控制理论与技术等4个方向，开展煤炭绿色转化方
面的基础理论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提供理
论和技术保障。

据了解，该实验室依托河南理工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进行建设，
周期为2年。建设期间，实验室将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发挥“千人
计划”引领作用，着力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主动对接区域产业集群
的需求，进一步提升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人才聚集和培养能力,打
造河南省乃至全国重要的煤化工创新基地和人才培养中心，助推学
校转型发展、提高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15

孟州

老人情牵家乡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贾黎明 周东芹）清明节当天，回孟州市南庄
镇南庄一村老家祭祖的行治荣老人，冒雨来到她50多年前曾经工
作的南庄小学，为该校捐助了2000元钱。

行治荣今年已经81岁高龄，上世纪60年代初在当时的南庄
完小担任教导主任，后因积极要求支援贫穷山区教育被调到贵州
等地工作多年。退休后，她随爱人一起，定居于爱人的老家西安。

虽然已经离开家乡半个多世纪了，但是行治荣一直念念不忘家
乡的教育，总想着能为家乡的孩子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
每年清明节回乡祭祖期间，她都想法联系当地的学校。由于其他原
因，一直到今年，她才联系上了现任南庄小学负责人倪四忠。“这是
我的一点心意，也算是为家乡的教育做点小贡献吧。”两人一见面，
行治荣就把自己积攒的2000元钱递给倪四忠。倪四忠被行治荣情
牵桑梓、心系教育的精神所感动，代表全校师生对她表示感谢，还为
她颁发了荣誉证书，上面写着：“捐资助教，恩泽后世。”15

沁阳

留存珍贵历史瞬间
本报讯（通讯员 张小武 揣小龙）“翻阅品味这近500张历史

照片，无论是战争、集会、修渠筑路等宏大场景，还是人物、服饰、
动作表情等微观细节，莫不用其无与伦比的生动和直观打动着我
们，震撼着我们，让我们百感交集。这本《沁阳文史资料·老照片》
专辑堪称抢救版的沁阳记忆，必将对保存历史记忆、延续地方文
脉、传承红色基因、启迪教育后人起到积极作用！”4月10日，沁阳
市政协委员、沁阳历史文化学者和洪范如是说。

为了有效避免散落在民间、具有一定价值的珍贵老照片，随
着时间的流逝逐渐遗失和消亡，沁阳市政协拓宽文史资料征集路
径，先后通过在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发布征集公告，查阅有关档
案资料，召开社会各界人士座谈会，登门拜访相关当事人等方式，
共征集各类老照片3000余幅，选取“文革”前具有代表性的老照片
结集出版《沁阳文史资料·老照片》专辑。该专辑共分革命风云、
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社会生活四大板块，收录了从 1911 年到
1966年跨度50余年间的沁阳老照片480余幅，并配以5万字的文
字说明，突出以现存老照片来反映历史，比较直观形象地展示了
沁阳地区近半个世纪的沧桑变革和人事浮沉。

该专辑出版后，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受到文化学者、读书爱
好者和群众的广泛赞誉，特别是沁阳籍在外人士纷纷致电、来函
求书，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市直部门、乡镇、村街、学校及社会各界
人士赠书2000余册。15

温县

道德模范亮相“路灯杆”
本报讯（通讯员 崔新娟）“听说有个叫岳小红的人，捡个严重

烧伤的弃婴，含辛茹苦把弃婴养大，他还上了《江苏卫视》！现在
看到路灯杆上的道德模范风采，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咱祥云镇人！”

“前不久，镇里在文化中心表彰了全镇的道德模范。这些道
德模范真是好样的，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只要有爱心，再平凡
的人也能干出不平凡的事儿！”

4月 10日，在温县祥云镇全民健身中心，工人正在往路灯杆
上悬挂道德模范人物宣传牌，宣传该镇涌现出来的12名道德模
范。围观的村民你一言我一语，纷纷为道德模范点赞。祥云镇村
民王云山说：“那个孝老爱亲的模范高玉霞就是俺村的，她身世坎
坷，但对年迈多病的公公不离不弃，堪称孝敬老人的典范。这样
的好人，就应该多宣传！”

村民徐成伟说：“镇里宣传道德模范，群众也很受鼓舞。尤其
是把道德模范风采亮在路灯杆上，让人们一抬头就能看到这些道
德模范人物，对生活和工作都是一种鼓励，对孩子也是一种直观
的教育，可以让大人不断改变，向道德模范看齐，也可以让孩子从
小树立良好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助人为乐道德模范陈会军说：“看到这些宣传牌，我心里很激
动。为自己得到社会和群众的认可而感动，也为自己做得还不够
而深感不安。这些宣传牌，对我而言，是压力，更是动力！”

据了解，近年来，该镇大力实施公民道德建设示范工程，集中
展示宣传道德模范人物，进一步推动社会掀起“学习模范争当模
范”的热潮，也涌现出一大批事迹感人、道德高尚、群众认可的模
范人物。15

创新转型求发展 激情作为添动力

修武：“三提”活动激活发展新动能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
奋力跻身全省“第一方阵”的焦作，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牛鼻子，打开了解放思想“总开关”，让创新思想劲风吹了进来。
创新潮起，万物生长，百舸争流，奋楫者先。焦作“创新发展年”大幕已拉开，全市370万人民只要齐心协力，撸起袖子加油

干，以创新求突破，以创新求发展，打造转型升级焦作版的灯塔就在眼前。
自今日起，《河南日报·焦作观察》开设“学深杭、促创新”栏目，展示各部门、各单位创新发展新思路、新举措、新经验、新探

索，敬请关注！

开
栏
的
话

武陟:“四个一”活动掀起学习热潮

“提速提质提效”演讲比赛现场

全市公路绿色廊道建设修武现场

2017年3月21日，武陟县在县宾馆会议大厅召开“‘学深杭、促创新’·武陟县2016年度综合表彰大会”，对2016
年度经济社会发展中涌现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进行表彰

敬请关注“河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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