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童浩麟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7月 2日上午，在开封市举行

的全市坚持标本兼治推进以案促
改工作动员会上，开封市委书记
吉炳伟在对全市干部进行动员部
署后，讲到最近开封需要做的一
项中心工作——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

在过去的一个时期里，对于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开封市
委市政府组织领导坚强有力，社
会各界积极参与，全市城市文明
程度在原有良好的基础上有了很
大提升，同时，得到社会各界高度
认可。

“距离最后冲刺还有整整一个
月时间，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查
缺补漏、集中整治、志在必得！”对
于创建工作，吉炳伟斩钉截铁。

全国文明城市是反映城市整
体文明水平的综合性荣誉称号，对
于致力于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
的开封来说，全国文明城市这个牌
子，开封看得非常重。

如何做到志在必得？吉炳伟

道出四个破题之策：强化领导，强
化责任，强化整改，强化督导。

在吉炳伟看来，强化责任是开
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中的重
中之重。

“前几天的晚上，我乘车从
郑民高速南苑出口进市区，连线
道路一路漆黑。一问，路灯不亮
已经一周了 ，没人管 。 再一追
问，不久就亮了。”吉炳伟聊起了
一件小事。

“一个路灯亮与不亮，必须要
让市委书记过问才能解决？”

“什么是工作作风问题？这就
是！”吉炳伟连连发问。

“从这件小事，希望在座的每
一位领导干部，对于自己的工作，
多看看，多走走。看了发现情况就
说，说了就做！”

“老百姓遇到问题怎么办？拨
打市长热线、服务热线。”吉炳伟
说，“问题反映上来了，干部该怎么
办？那就是责任担当。”

“这两年，开封做成了很多事
情，说明一个问题，只要我们敢于
担当，努力去干，什么事情都能做
成！”吉炳伟说。③5

□丁新伟

自己琢磨出的技术改进办法，让原本

是废料的“面糟酱”，卖出了每吨300多元

的高价，陈增喜却把科研“秘诀”无偿给了

家乡的一家企业，如今企业每年因此获利

6000多万元；大宛农合作社成立之初得到

了陈增喜的大力帮助，发展起来后合作社

负责人多次提出要赠给他一部分干股作为

劳务费，陈增喜却坚决拒绝：“这是我们科

技局分内的事，收钱算怎么回事”……

“一身都是商机，两袖清风来去”，

“增喜要是想发财，多的是机会，可惜

他不要”。人们对陈增喜的这番评价，

犹如一股清泉，涤荡着我们的心灵：做

人不忘本分，名利关前自从容，人生之

路满春光。用自己的科研成果换取报

酬，本无可厚非。陈增喜能淡泊自守，

因为他深知自己是一个党员干部，“为

民服务不图钱，吃饭睡觉都香甜。当

了干部就不能想着挣钱，想挣钱就不

要当干部”，名利关前牢牢绷紧自己的

弦，从而干出了让群众点赞的成绩。

陈增喜犹如一面镜子。有名利之

心是人之常情，但凡事皆须有度，不该

图的名、不该要的利，伸手必受其害。

普通人名利心过重，会变得世俗与市

侩，为人所不齿；“贪图功名利禄是我这

一生最大的错误”，不少落马官员都有

着相同的追悔，手握权柄，一旦沉溺于

追名逐利，醉心于沽名钓誉，就不能守

住廉洁自律的底线，最终毁了个人前

途和家庭幸福，损害人民利益，败坏党

的形象。勤而不廉要出事，廉而不勤

要误事，不廉不勤更坏事；一个人能否

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

胜的敌人也是自己。名利观连着廉洁

关，正确对待名利，才能做到清正廉洁，

既勤又廉，既干事又干净。

清则心境高雅，清则正气充盈，清

则百毒不侵，清则万众归心。当前，社

会转型期利益格局深度调整，工作生

活中名与利的诱惑与考验越来越多。

广大党员干部只有做政治上的明白

人、工作中的清廉人、生活中的干净

人，才能用人格魅力和境界修为赢得

百姓的尊重和信赖，凝聚起万众一心、

同心同德共创明天的磅礴合力！2

□本报记者 刁良梓 归欣
本报通讯员 张庆元 袁永强

“转眼 30多年过去了，从埋怨到
理解，从争吵到支持……多少回忆在
心头。”7月 1日，说起陈增喜，正在北
京出差的陈增喜妻子曹志华在电话那
头百感交集。

“那些年，孩子在上学，老人需要
照顾，经常上完一天一夜的班，回家还
得给孩子做饭，衣服都是半夜洗的。”曹
志华是南阳市中心医院产二科的护士
长，连轴转就是她多年来的生活节奏。

她说，老陈一天到晚都见不到影儿，好
不容易回趟家，群众的咨询电话又接
个不停，他烧坏过水壶，烧烂过锅……

“儿子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
老陈到外地出差一去就是个把月，儿
子半夜发高烧，眼睛一翻晕厥过去了。
我一个人冒着大雪，扛着孩子一路小
跑去医院……”曹志华说，那些年她都
快撑不住了，没少掉眼泪。但慢慢地，
她看到乡亲们像崇拜明星一样围着陈
增喜转，经常有农民骑车几十里送来
新上市的瓜果蔬菜，放到门口转身就
走，追都追不上……这种信任、这种感

情分明是亲人之间才有的，“我开始慢
慢理解老陈。他身上那股不计付出的

‘傻’劲儿，正是他的可贵之处。”
“从不抱怨，生活勤恳，孝顺父母，

一身正能量深深影响着全家人。”陈增
喜的妹妹陈增巧说，二哥很孝顺，父母
生病住院，他白天在乡下，晚上到医院
陪伴；他自己生活节俭，但为父母花钱
很大方。“我们姊妹五人的孩子都考上
了大学，并且都找到了不错的工作，这
些都是受我二哥的影响。他经常叮嘱
孩子们，要凭真本事实现人生价值。”

“叔叔就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上

大学读研究生，很大程度上是受叔叔
精神的感染。”陈增喜的侄女陈俊宁是
一名大学教师，在她的印象里，叔叔家
有两多：书多，奖杯多。她说，叔叔没
啥爱好，只要有点时间就看书学习；全
家人聚在一起闲聊，他总是不自觉地
把话题引到他热爱的农业上，讲得神
采飞扬，陶醉的样子令人难忘。

一个心胸开阔的人，他的爱没有
边界。陈增喜几乎把他全部的爱都给
了农民，几十年如一日不知疲倦。但
同时，这种满满的正能量，像基因一
样，在下代人的血脉里延续。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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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7 月 3
日，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日前商务
部公布了第四批电商进农村示范
县，我省的汝阳、桐柏、宁陵等 13个
县入围，加上前三批入围数量，我省
共有 34 个县（市）入围国家级示范
县；而在两批次省级示范县的创建
中，我省也有 27 个县（市）成为示
范。至此，河南电商进农村省级以
上综合示范县的数量已达到 61个，
在全省县（市）中的覆盖面超过了半
数。

省商务厅厅长焦锦淼介绍说，
河南发展电商有着巨大的网购消费
潜力和丰富的农产品资源，而电商

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则承担着探索农
村电商发展的重任。电商进农村可
以解决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
问题，便利了农民消费，拓宽了农产
品销售，促进了农村“双创”，推动农
村市场体系建设实现飞跃发展。

据了解，在电商示范县建设带
动下，目前我省已建成县级电子商
务服务中心 20 个、乡镇电子商务
服务站近 200 个、村级服务点 3600
多个，新增网店 2.2 万多个，人员培
训近 18 万人，农村电商就业人员 9
万多人，电子商务交易额累计近
410 亿元，实现网络零售额 186 亿
元。③7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7月 2日
晚，作为入选第十五届中国戏剧节展
演的河南唯一剧目——豫剧现代戏
《全家福》在宁夏青铜峡市影剧院惊
艳亮相，精彩的剧情、精湛的表演，深
深感动了宁夏观众，雷鸣般的掌声经
久不息。

据悉，这是我省连续四届入围中
国戏剧节。应当地政府邀请，7月 3
日晚，《全家福》在青铜峡市影剧院再
演一场。

由河南豫剧院三团创排的《全家
福》，是一部紧扣时代脉搏、回应社会
关切的现代廉政豫剧。讲述了一个
曾经让家庭和亲人引为骄傲的副市
长，在金钱、女人等诱惑下跌入贪腐
深渊的故事，展现了腐败罪行对人民

群众的深重伤害和当事者家庭的毁
灭性打击，为教育党员干部廉洁从政
敲响了警钟。

该剧是我省精心打造的一部精
品力作，截至目前，已受邀在中央党
校和山西、四川等地及省内演出237
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

据了解，中国戏剧节由中国文
联、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举办，是我
国戏剧界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艺术
盛会，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戏剧节
以“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为主
题，来自全国 27个艺术团体和单位
创排的 27台剧目陆续展演，包括昆
剧、京剧、越剧、豫剧、黄梅戏、晋剧等
22个剧种。③3

入选第十五届中国戏剧节

豫剧现代戏《全家福》唱响宁夏

13县再入围 总数达61个

我省电商进农村示范县覆盖面过半

本报讯（记者 宋敏）7 月 1 日，
记者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获
悉，由该厅与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
会办公室、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联合主办的第38批中国博士后科技
服务团（河南驻马店行）活动在驻马
店市举行。活动期间，来自清华大
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及科
研单位的21名博士后与驻马店市的
企事业单位对接项目 18个，涉及生
物制药、生态农业、新材料、医疗、食
品等多个领域。

“中国博士后科技服务团”是人

社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组织开展
的一项博士后科技服务活动，旨在
引导东部发达地区的人才智力资源
服务中西部发展。该活动自 2012
年开展以来，在推动博士后人才资
源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博
士后科研成果转化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截至目前，我省已设立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64个，工作站180个，创新
实践基地 248 个，累计招收博士后
3248人，有力助推了河南经济社会
发展。③3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通讯员 王烜）
从全球竞争的角度看，城市群将成为 21
世纪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载体。被
寄予厚望的郑州大都市区建设，如何找到
加快发展的突破口，在区域竞争中挺立潮
头？7月 2日在郑州举行的《郑许一体化
发展规划研究报告》专家评审会提出，加
快推动郑许一体化发展，打造中原城市群
的郑汴许“黄金三角”。

《郑许一体化发展规划研究报告》专
家评审会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许
昌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这一报告由中
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历经半年多的广泛
调研、深入研究、反复论证编制而成。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秘
书长张大卫说，推动郑许一体化发展，最
大的亮点在于推动形成中原城市群的郑
汴许“黄金三角”。郑汴许“黄金三角”区
域，是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为同
心圆轴心，发挥其综合枢纽优势，形成覆
盖郑州、开封、许昌三地距离相近、产业对
接、功能互补的“黄金三角”，打造中原城
市群的核心区域，从而增强中原城市群的
区域竞争力。

据统计，与周边城市群相比，郑汴许
“黄金三角”去年的经济总量达1.21万亿
元，在规模上接近长株潭城市群 1.3万亿

元、高于武汉中心城市区域1.19万亿元的
经济总量，能够为建设郑州国家中心城市
提供强劲支撑。

省社科院院长、研究员张占仓，中原
发展研究院院长、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名誉
院长耿明斋等专家、学者表示，当下的区
域竞争已从单一城市的“单打独斗”迈向

“集群发展”阶段。河南要建设“组合型大
都市地区”，特别是郑州要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离不开周边城市提供支撑。站在全
国、全省发展的大格局考量，加快郑许一
体化，加快推进郑州、开封、许昌三地“黄
金三角”区域建设，将在一个大的区域范
围内形成分工、互补、互动、相互支撑的发
展格局，通过区域合作、共赢发展，助力中
原更出彩。

课题组专家成员、曾参与粤港澳大湾
区规划设计的窦勇博士表示，许昌在交
通、产业、生态等方面特色明显，与郑州经
济联动密切，在郑州大都市区建设中，能
够形成与郑州的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基
于城市群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两市功能互
补的内在联系，郑许一体化发展将率先在
交通、产业、生态、城镇化和公共服务体系
推进一体化建设，努力形成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产业协作发展、生态环境共建、公共
服务共享的一体化发展新格局。③5

专家学者纵论郑许一体化发展

打造中原城市群的
郑汴许“黄金三角”

博士后科技服务团来豫对接项目

□本报记者 王铮 聂冬晗 摄影报道

7月3日，在项城杂技艺术中等专业学
校“余家杂技”训练基地内，学员们在刻苦
训练。

“余家杂技”已有 240 余年历史，在
2009年 6月被省政府命名为“河南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作为传承基地的项城市杂
技艺术中等专业学校，拥有专业杂技演员
200余人，已向社会累计输送了 600多名
杂技演艺人才。

今年5月份，该校被授予河南杂技教育
基地称号。⑨7

杂技棚内苦练功

7月 3日，百名青年大学生来到南阳白河国家湿地公园。他们在专家的
指导下，进行了水质监测取样、植物多样性调查、标本采集及鸟类观测等系列
活动，增进了对保护湿地重要性的认识。⑨7 杜思高 王云瑶 摄

本报讯（记者 卢松）7月 3日，记
者从郑州市民政局了解到，郑州市民
政局、郑州市财政局日前联合下发
《关于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和特困人员
供养标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自 2017年 7月 1日起，全市城
市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 550元提高
到每人每月600元，农村低保标准由
每人每月32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380
元。

据悉，此次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和
特困人员供养标准，是 2009年郑州
市建立低保标准自然增长机制以来
的第八次调整，将惠及近 10万名城
乡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

根据《通知》，郑州市将做好特
困人员供养标准与城乡低保标准的
衔接。其中，郑州市特困人员供养
基本生活标准按照低保标准的 1.5
倍执行；特困人员供养照料护理标

准依据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和服
务需求分为具有生活自理能力、部
分和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三档，
分别按照不低于本地当年最低工资
标准的 10%、25%和 60%确定。经
过排查认定的郑州市城乡特困人
员，从今年7月 1日起执行新的救助
供养标准，城市低保中的“三无”人
员纳入城市特困人员供养后，城市
低保中“孤老”每月增发的 200元补
贴同时取消。

近年来，我省不断提高城乡低保
标准，实现扶贫标准线和低保标准线

“两线”合一，发挥低保在助力脱贫攻
坚中的“兜底”保障作用。目前，全省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
月不低于430元，农村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每人每年不低于 3150元，
让全省 400多万名城乡低保对象脱
贫越来越有底气。③7

郑州城乡低保标准再提高

惠及近10万城乡低保对象
和特困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