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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讲话 读党报 为中原添彩
——本报融媒O2O活动正在进行

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
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
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
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
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摘自习近平2014年 10月 15日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事关国运兴衰

事关文化安全

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
识、汇聚力量

用优秀文化产品振奋人心、鼓舞
士气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民提供
丰润的道德滋养，提高精神文明
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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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成利军）
6月 11日，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力弘
扬愚公移山精神座谈会在济源召
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出席
并讲话。赵素萍强调，要进一步弘扬
愚公移山精神，弘扬其时代价值，传
承其精神伟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为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
出彩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愚公移山》发
表72周年。1945年 6月 11日，毛泽
东同志在党的七大闭幕式上以《愚公
移山》为题发表了著名讲话，号召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近年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愚公移山精
神，赋予其新的时代价值和精神内涵。

为了进一步弘扬愚公移山精神，
济源市人民政府主办了砥砺奋进的
五年·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座谈
会。赵素萍指出，愚公移山精神是中

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
党的重要精神象征，是中原儿女不懈
奋斗的动力源泉，要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论述，充分认识弘扬愚公
移山精神的重大意义。要大力弘扬
愚公移山精神，勇做决胜全面小康、
让中原更加出彩的排头兵。弘扬愚
公移山精神，就要坚定理想信念，勇
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就要保持持之
以恒的顽强斗志，把河南各项事业一
步一步地推向前进；就要始终保持开
拓进取的精神状态，不断开创新局
面、实现新突破；就要锤炼敢于担当
的品格，做时代的劲草真金。

赵素萍强调，要砥砺奋进，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一要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圆满实
现，二要确保营造好团结奋进的浓厚
氛围，三要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
成效，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③4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6月 9日，
我省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动员各级各
部门迅速行动，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
顺利开展。副省长王铁出席会议。

全面推行河长制是中央部署的
重大改革。我省对此高度重视，省委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已于5月19日
印发《河南省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
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标志着
全省推行河长制工作全面启动。

王铁指出，务必深刻认识推行
河长制的重大意义。河长制是建设
生态文明的重要基础、解决复杂水问
题的有力抓手、河湖管护体制的创新

举措、倒逼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途
径，要从讲政治的高度真抓实干，确
保各项任务落地生根。同时，务必准
确把握推行河长制的目标任务。《工
作方案》是全省河湖管理保护的指导
性文件，要准确把握其中的总体要
求、阶段目标、重点任务，准确把握问
题导向，因地制宜，贯彻落实。

王铁还强调，务必健全完善推行
河长制的保障措施。要强化组织领
导、抓好监督考核、加强依法管理、提
供经费保障、大力宣传引导，形成河
湖管理保护合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
如期圆满完成。③4

本报讯（记者 陈辉）6月8日至9
日，全国工业和信息化系统规划投资
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部署了下
阶段工信规划和投资工作重点。工
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出席会议并讲话，
副省长张维宁出席会议并致辞。

规划和投资工作是实施《中国制
造2025》、推动制造强国建设的牵头
工作。会议回顾了去年以来我国工业
转型升级取得的积极进展，并全面分
析了工业和信息化工作面临的国内外
形势。辛国斌在会上说，今年前四个
月，全国工业经济继续保持趋稳向好
的运行态势，但由于供给侧结构性矛
盾突出,制造业发展传统比较优势逐
渐递减、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规划
和投资工作面临诸多挑战。要牢固树
立振兴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发
展理念,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为中心,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以实施《中国制造 2025》为核
心,充分发挥规划和投资的引导作用,
促平衡、增动能、攻关键、强基础、优环
境,推动制造业发展从数量扩张向质
量提高的战略性转变。

工信部规划司司长罗文作了工
作报告，并提出近期要围绕聚焦《中
国制造2025》、全面推进“十三五”规
划实施、积极扩大工业有效投资、推
动区域协调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等方面狠抓落实。

会上，省工信委做了大会典型发
言，介绍了河南省突出规划引领，加
快绿色化改造、智能化改造、企业技
术改造，打好产业转型发展攻坚战的
工作部署。参会人员还赴宇通客车、
中铁装备进行了考察。工信部相关
司局、相关行业协会和全国各省、市、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等单
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③7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6月 9日，
由省书协主办的“翰墨中原·河南省
首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在郑州升达艺
术馆开幕。省政协副主席张广智出
席开幕式。

据介绍，“翰墨中原·河南省书法
篆刻作品展”是省书协参照中国书协
国展模式设置，旨在更好地展示河南
当代书法篆刻的艺术成就，繁荣书法
创作，发现、推出河南书法艺术人才，
为我省广大书法作者提供一个连续
性的展示、交流、学习、提高的平台。
今后，每两年举办一届，使之成为省

书协主办的全省最高规格的书法、篆
刻专业展览。

此次作品展自 2016年 7月开始
征集，至今年3月共收到全省广大书
法作者稿件 4000余件。经过初评、
复评和终评三个阶段，最终确定了入
展作品198件，其中获奖作品18件。
值得一提的是，为进一步培养人才、
集结队伍、激发全省书法作者的创作
热情，此次活动仅颁发给入展及获奖
者的奖金就达36万元。

本次展览持续至6月13日，社会
各界人士可免费参观。③7

本报讯 一个仅有22人的小小团
队，竟然拿到54项国家专利！创造这
个奇迹的，是位于光山县的河南三元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总经理张斌上世纪 90年代
曾在广州一家五金模具厂打工，1999
年在光山县“回归工程”感召下返乡
创业。“小五金”在别人眼里算不上

“重器”，但张斌的团队坚持以“工匠
精神”研发产品，不仅打开了市场，也
赢得了回头客，很快就挖到了“第一
桶金”。从创立公司那天起，张斌就
制定了每天早晨开短会的制度，即使
出差在外也用电话联系，目的只有一
个：天天创新，日日超越。

今年 5 月，河南三元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研发生产的远红外辐热等产品
在漯河市“煤改电”产品国内公开招
标上中标，这是该公司继去年成为全
省“煤改电”产品首个试点中标之后
的又一收获。目前，该公司无烟烧烤
等“煤改电”系列产品已在信阳市全
面进行推广。

三元光电位于光山县官渡河工
业园区，看似不起眼，却是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全省唯一的远红外环保
设备工程技术中心；“创客”团队虽名
不见经传，却研发生产出电采暖、智
能电子家具、健康厨房电器、远红外
无烟烧烤设备等 4个系列、80余款产
品，近年来还获得了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科技进步三等奖、信阳市科技进步
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如今，该公司的
研发团队已发展到 22 人，拥有高工

以上资格 6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16
人，近几年每年研发项目都在 15 个
以上。

从研制出第一台多功能节能炉，
到建立省级远红外环保科技众创空
间、产品荣列河南省节能产品推广应
用目录，三元光电在创新中不断转型
升级。2008年汶川地震后，为响应国
家支援灾区“帐篷新生活”行动的号
召，张斌带领团队半个月吃住在车间，
针对藏区牧民使用生物质、煤和柴等
燃料的特点，开发出一款牧区专用的
便携式不锈钢炉，然后无偿将专利转
让给灾区。③7

（信阳日报·融媒平台专稿 记者
王博 郭靖 胡庆芳）

党报融媒之窗

一群“臭皮匠”创新拿大奖

光山22名创客获54项国家专利

6月 9日，开封市龙亭西湖湖面上荷花盛开，花色娇艳，吸引了众多市民
和游客前来观赏。⑨7 李俊生 摄

▲6月11日，在卢氏县东明镇蒋渠村的连翘育
苗基地里，农民在进行除草作业。该基地育有连翘
幼苗200余万株，带动了当地15户贫困户增收致
富。⑨7邓放 聂金锋 摄

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精神
座谈会在济源召开
赵素萍出席并讲话

迅速行动 全面推行河长制

我省首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开幕

全国工信系统规划和投资
工作会在郑召开

◀6月11日，宜阳县樊村镇沙坡村金鸽扶贫基
地内，贫困户正在查看鸽苗的进食情况。该基地采
用“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运营模式，有效带动了
全村47户贫困户脱贫致富。⑨7 田义伟 摄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李艳
志 王祖国）6月9日，记者从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获悉，中建七局登封市中心城区
功能提升城建工程PPP项目“政企联创
陈超英廉洁文化示范点”日前揭牌，致力
将登封市县城建设提质工程的重点项目
打造成“廉洁工程”和“精品工程”。

根据河南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领
导小组办公室今年年初的初步统计，
2016年全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启动以
来，谋划各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940
个，总投资达 4300亿元。全省首批 45
个县（市）先行实施，其中，登封市围绕
中心城区功能提升与中建七局合作采
取 PPP 模式，成功落地 15个城市建设
项目，总投资达35亿元。

陈超英生前系中建五局土木公司
董事、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和工会主
席，被誉为国企基层党群工作者的杰出
代表。陈超英殉职后，中国建筑工程总
公司掀起了“陈超英廉洁文化示范点”
创建热潮。总部位于郑州的中建七局
不断加强廉洁文化建设，积极与地方纪
委、检察院、法院等共建“陈超英廉洁文
化示范点”，仅2017年，中建七局“陈超
英廉洁文化示范点”就立项81个。

据了解，工程建设领域容易发生腐
败，而“陈超英廉洁文化示范点”创建工
作在为中建七局筑起一道廉洁“防火墙”
的同时，也助力了企业发展。今年1至4
月份，中建七局累计实现施工业务收入
163.6亿元，同比增长4.5%。③6

廉洁文化护航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