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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超）8月 16日，由
省总工会、省教育厅共同主办的河南
省 2017“金秋助学”活动启动仪式在
郑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王炯，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王保存，
副省长徐济超，省政协副主席张广智
出席启动仪式。

据介绍，“金秋助学”活动开展14
年来，全省累计筹集助学资金 9.3 亿
元，资助困难学子43.6万人次。今年，
全省各级工会早谋划、早部署、早行
动，目前已筹集资金9308.4万元，预计
可资助困难职工子女3.6万名，其中农

民工困难家庭子女9856名。
省总工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金秋助学”活动将提高针对性、精准
度，分门别类理清困难职工家庭子女
上学、就业等方面的需求，因户施策、
分类帮扶。全省各级工会组织将发挥
自身优势，鼓励引导企业特别是国有企
业、劳动关系和谐企业，优先为困难职
工家庭高校毕业生提供职业培训、见习
及就业机会。此外，省总工会还将优化

“河南职工网·工会会员卡”助学就业服
务功能，整合各级工会帮扶中心及工会
就业培训机构、（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杨凌）8月16日，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工作会晒出该区
发展成绩单——上半年生产总值完成
292.4亿元，同比增长11.6%，在郑州市
15个县（市）区中排名第一，引领带动作
用更加凸显。

“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快速推进。郑
州机场开通国际客运航线22条、货运航
线21条，在全球前20位货运枢纽机场
中开通航点15个。截至7月31日，郑州
机场完成客运量1353.5万人次，同比增
长19%，完成货邮量24.8万吨，同比增

长8.5%，客、货运量在我国中部地区机
场首次实现“双第一”。在货邮方面，国
际地区货邮吞吐量占机场货邮吞吐总量
的60%以上，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货邮量占六成以上，郑州机场在“一带一
路”中的枢纽地位初步确立。

口岸功能持续完善。肉类口岸业务
量大幅增长，前7个月进口肉类738批、
1.83万吨，货值3841万美元，三项增长
均超过16倍，郑州机场已成为全国最大
的内陆肉类口岸。此外，水果口岸和食
用水生动物口岸业务增长明显，上半年

进口水果货量增长7倍以上、货值增长
24倍以上，进口食用水生动物货值增长
1.5倍，推动航空港区成为全国最大的空
运进境水果集散地和分拨中心。

智能终端产业稳步发展。今年前7
个月，该区手机总产量达到 12181万
台，其中非苹果手机产量完成7589.3万
台，增长26.6%。此外，该区还新增签
约智能终端项目11个，总投资34.8亿
元，智能终端产业入区项目已累计达到
182个；新增投产项目4家，累计投产企
业35家。

新兴产业发展快速推进。第三产业
和民营企业发展活跃，今年前7个月民
间投资增长50%；第三产业企业个数增
长48.8%。跨境电商进出口完成483.7
万单，是2016年全年的3.1倍。

项目投资进度领先全市。今年前7
个月，航空港实验区334个重点项目实
际完成投资342.6亿元，新开工项目43
个，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上半
年，航空港实验区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
资、开工数量及综合排名均居郑州市15
个县（市）区的第一名。③7

陈润儿率河南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对口援疆工作

坚决落实党中央的战略部署
扎实做好对口援疆各项工作

陈全国 雪克来提·扎克尔等出席座谈会或相关活动

搭乘“一带一路”的新丝路列车

河南速达公司积极投身“新丝路上的蓝色集装箱”活动
8月 14日，第450列中欧班列（郑

州）从郑州出发驶向万里之遥的德
国。这趟班列开出后，标志着中欧班
列（郑州）频次密度进一步升级，实现
每日常态化开行。自 2013年 7月 18
日第一班中欧班列（郑州）运行以来，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升温加速，中
欧班列（郑州）也从最初的全年 13趟
列车，增加到目前的每日常态化开行，
被誉为新丝绸之路上的“黄金列车”。

“一带一路”不仅是一条经济带，
也是一条文化带。“新丝路上的蓝色集
装箱”活动应运而生。2016 年 11 月
21日，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首届“新丝
路上的蓝色集装箱”活动拉开帷幕。

开幕式上，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

领事冯海阳说，满载集装箱的中欧班
列在欧亚大陆呼啸前行，成为代表“新
丝绸之路”勃勃生机的标志。而“新丝
路上的蓝色集装箱”活动通过举办丰
富多彩的国际文化和经济交流活动，
将增添新丝路的活力与魅力。

此后，“新丝路上的蓝色集装箱”
活动将沿中欧铁路大通道，以蓝色集
装箱为载体，在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举办国际文化和经济交流活
动，并邀请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土库
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伊朗、土耳其、
希腊、意大利、瑞士和德国等国的艺
术家、学者和企业家，依托蓝色集装
箱进行驻留创作和展示，让这一活动
成为“一带一路”文化和经济交流的

流动平台。
这项旨在通过文化与经济交流拉

近沿线国家的距离、深化彼此了解的
大型活动，由德国北威州政府、德国杜
伊斯堡市政府、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
领事馆、德国DCKD德中艺术设计交
流协会、河南速达电动汽车科技有限
公司共同发起，河南速达电动汽车科
技有限公司经组委会授权，组织中国
国内民营企业顺应时代大潮，积极参
与该项活动。

河南速达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纯
电动汽车整车的研发、制造、销售，汇
聚了谢友柏院士、曹秉刚教授、马鸣图
博士、李复活博士等百余位新能源汽
车领域专家学者，获准建立了河南省

唯一的纯电动汽车公共技术研发设计
中心，构建了较为完备的研发生产体
系。2017年3月28日，年产10万辆速
达牌纯电动汽车项目正式获得国家发
改委核准。

速达汽车以“成为世界一流的新
能源汽车制造商”为愿景。该公司是
国家商务部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成
员，与德国汽车技术重镇杜塞尔多夫
结缘颇深。

速达公司董事长李复活博士介绍，
经过多年研发和技术积累，速达已自主
掌握并应用整车正向开发及集成、整车
轻量化、整车控制系统、动力蓄电池系
统、驱动及控制系统五大核心技术和能
力，与汽车大国——德国的多家大学、

科研机构建立了紧密的科研联系，在杜
塞尔多夫设立了研发机构。

德国北威州已成为中欧班列在欧
洲西部最重要的枢纽，并日益成为丝
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支点。随着
中欧班列（郑州）和空中丝绸之路的开
通，河南也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
要一环。李复活说，作为河南新能源
汽车的排头兵，河南速达公司积极投
身“新丝路上的蓝色集装箱”活动不仅
是责任和义务，更重要的是抢抓机遇，
实现共享共赢。

“新丝路上的蓝色集装箱”活动从
筹划到实施，始终贯穿了“一带一路”
建设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李复活
说，这个有11个沿线国家共同参与的

活动，一方面发挥企业独特的区位优
势，加强与欧洲企业的“互联互通”，送
产品出国门，迎技术进企业，创造多国
企业共谋发展的契机；另一方面也将
推动与沿线各国企业的对接与耦合，
发掘新兴市场，促进企业投资与共荣。

据介绍，“‘新丝路上的蓝色集装
箱’一带一路建设·国际文化经济交流
项目”活动将于9月份在德国，面向沿
线国家和地区召开新闻发布会，明年3
月份在德国正式举行发车仪式。届
时，将在沿线多国和地区开展文化与
经贸活动，在国内乌鲁木齐、西安、郑
州、北京等多个城市开展相应的活动，
使之成为新丝绸之路上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本报记者）

11.6%！郑州航空港上半年GDP增速强劲

国家发改委印发《河南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规划》

9308万元助3.6万名寒门学子圆梦

河南2017“金秋助学”活动启动
王炯等出席启动仪式

形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就综述

一弯蛾眉月挂在墨蓝的天空。河南兰考的老农魏
善民摸黑就起来了，电动三轮车驮着扫帚、簸箕，驶往
1公里外的焦桐。46年来，这条路他走过无数遍。

今天尤显特殊——8月16日，焦裕禄的生日。如
果他还活着，整整95岁了。

斯人已逝，泡桐长绿。54年前，焦裕禄亲手种下
的一株小麻秆，如今已是华盖如云。历经半个多世纪
的风雨沧桑，这棵树始终矗立在那里，带给人们一片绿
荫，也活在百姓心中，大家亲切地称它“焦桐”。

睹树思人。“要是焦书记还活着，看见它现在仨人都
合抱不过来，不知道得多高兴。”像往常一样，比焦裕禄小
整整20岁的魏善民，拿着扫帚，轻轻地清扫，再把落叶归
拢，不时抬眼望向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这棵树”。焦
桐54岁，他和他的父亲两代人持续守护焦桐54年。

焦桐，活在魏善民心中，活在百姓心中。

焦桐：生命奇迹的背后

焦裕禄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肩披外套、双手叉
腰、侧头目视远方，背后斜伸出一片桐树叶。那棵未露
全貌的泡桐，就是他亲手栽下的焦桐。

“他很高兴地说，咱春天栽的泡桐苗都活了，十年
后会变成一片林海。”时任兰考县委办公室通讯干事的
刘俊生还能回忆起当时的神态，那是1963年 9月，焦
裕禄下乡查看春天栽的泡桐。

照片是刘俊生偷拍的。他经常随焦裕禄下乡，给
群众拍了上千张照片，给焦裕禄拍的只有4张，其中3
张都是偷拍的。“我一想拍他，他就摆摆手说‘镜头要多
对准群众’。”刘俊生说，从这个小小的细节，足可见焦
裕禄的为民情怀。

当时兰考风沙肆虐，沙子一起就打死一片庄稼，一
亩地收不到40斤麦子。刚调任兰考县委书记几个月，
焦裕禄就带人种泡桐树。泡桐是华北平原上最常见的
树种，成活率高、生长快、材质好，特别适应兰考的盐碱
风沙地。

“有时候他拿树苗我刨坑，有时候我拿树苗他刨坑，
搭档得很好。”20岁刚出头的魏善民和焦裕禄分在了一
组，这份特别的经历，使他对焦桐怀有深深的感情。

在风沙最大的胡集大队，50亩生态林迅速栽起来
了。路边还扔了一棵树苗，大家都没在意。通常泡桐
苗的长度约3米，这棵苗只有2米，短了一大截。焦裕
禄把树苗捡起来，刨个坑种上了。

“他说这棵苗个子低，但是根好，如果长起来了，比
其他树长得还快，扔了可惜。”魏善民感觉，焦裕禄的话
仿佛还回响在耳边，就是这棵小苗已经长成 5米粗、
26.4米高的焦桐了。

泡桐对土壤不挑剔，好种、易活、长得快，3年成
檩、5年成梁，生命周期短，还不和农作物争夺水、光、
温、气和养分。但泡桐全身是宝：根，防风固沙；躯干，
用作板材；枝杈，粉碎后做胶合板，花和叶子还是一道
风景……说起泡桐，（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栾姗）8月 16日，记
者从省发改委获悉，国家发改委已下发
《关于印发河南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规
划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
称，该迁建规划已经国务院同意。

目前，我省黄河滩区内共有4个国
家级贫困县和2个省级贫困县，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5.28万人，是我省贫困人
口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通知》要求，河南要切实落实地
方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省负总责、市
县落实”的工作机制，多渠道整合筹集
资金，层层分解落实责任，以对人民高
度负责的态度实施好规划，确保如期
实现规划目标。

《通知》要求，相关各方要加强协
作，统筹各相关政策，加大对该迁建规
划实施的支持力度。要结合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充分考虑黄
河滩区居民迁建安置区用地需求；对
有滩区居民搬迁安置任务的县，优先
安排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节
余指标在省域范围内流转使用，提高
土地级差收益；整合各类扶贫资源，支
持滩区居民安置和脱贫攻坚；结合新
型城镇化建设，积极加大对搬迁安置
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的支持力

度；大力推动当地相关产业发展，促进
安置居民就业。要加快项目前期工作
进度，合理简化、整合项目审批和报建
程序，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办理效率。

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国家发改委
将会同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
国务院扶贫办等部门加强对迁建规划
实施的指导和监督，重要情况和问题
及时向国务院报告。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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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屈芳）肩负省委、省
政府的重托，带着亿万河南人民的深
情，8月14日至16日，省长陈润儿率河
南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对口援疆
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援疆干部。

在新疆期间，代表团分别与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哈
密市和兵团第十三师召开对口支援工
作座谈会，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治疆方略和第六次全国对口援疆工
作会议精神，共商对口援疆大计，努力
提高援疆工作新水平，开创援疆工作
新局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
政委陈全国，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
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自治区政协
主席努尔兰·阿不都满金，自治区党委
副书记、兵团政委孙金龙，自治区党委
副书记李鹏新，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孔昌生等出席座谈会或有关活动。

陈润儿在座谈中指出，河南省党

政代表团此行实地考察援疆工作，既
是领受任务，也是学习经验，还是探亲
慰问。一路走来，我们深切感受到新
疆各族人民的盛情友好，体验到新疆
近年发生的巨大变化，看到了新疆未
来发展的美好前景。党的十八大以来，
新疆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治疆方略，始终把社会稳定和
长治久安摆在首位，坚持依法治疆、团
结稳疆、长期建疆，特别是近一年来，
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刻把握治疆方略
的内涵，适应实践发展的要求，顺应各
族人民的期待，树牢“一个总目标”、贯
穿“一条生命线”、把握“两个关键点”、
健全“一套好机制”，着眼于“四个努力
实现”，忠诚坚定、敢于担当、真抓实
干，开创了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
进步、安居乐业的崭新局面，我们为之
高兴、振奋，也备受鼓舞、教育。实践
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确立的治疆方略是正确的，作出的决
策部署是正确的，采取的重大举措是

正确的。
“豫疆情意长，豫哈一家亲。”陈润儿

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自治区党委、政
府、哈密市和兵团第十三师给予河南
援疆干部的培养教育、关心支持表示
衷心的感谢，对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
部署、扎实做好对口援疆各项工作表
达了坚定决心。他指出，新疆在国家
发展大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
位，新疆的稳定关系到全局的稳定，新
疆的发展关乎全国的发展。我们一定
认真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治疆方略，落实好第六次全
国对口援疆工作会议精神，自觉增强

“四个意识”，牢记“五个必须坚持”“六
个更加注重”，把援疆工作作为我们本
职的工作，把哈密的事情作为我们自
己的事情，主动担当、竭心尽力，扎实
做好对口援疆各项工作。

陈润儿指出，下一步援疆工作河
南将着力抓好“五个促进”：着力扩大
两地交往、促进民族团结；着力顺应群

众期待、促进民生改善；着力加大产业
扶持、促进社会就业；着力实施生态工
程、促进生态建设；着力开展人才援
疆、促进转型发展。特别是要突出开
展教育、医疗、扶贫援疆，加大食品、旅
游、物流、电商等产业扶持力度，拓宽
干部挂职、人才培训、教育文化交流等
渠道途径，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
域的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格局，为新疆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积极贡献。

陈全国在讲话中对河南省委、省政
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打好“四
张牌”重要指示，聚焦中原崛起、河南振
兴、富民强省所取得的新成就表示祝
贺。他指出，河南省委、省政府始终将
援疆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责任、纳入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着力推进
科学援疆、全面援疆、真情援疆、务实援
疆，有力促进了哈密市和兵团第十三师
和谐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
步，为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
出了重要贡献，（下转第二版）

以作风建设为
全面从严治党 破题

5 年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先
垂范、以上率下，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强化监督执
纪问责，对“四风”问题坚
决露头就打。

以重拳反腐为
全面从严治党 破局

“打虎”无禁区，“拍
蝇”零容忍。5年来，党中
央重拳反腐的决心勇气、
惩贪去恶的雷霆之势，一
次次刷新了人们的认识。

以党内监督作为
全面从严治党

重要
抓手

5 年来，作为全面从
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和重
要保障，党内监督方式方
法不断改革创新，不断向
着全面覆盖、不留死角迈
进。

以建章立制为
全面从严治党

5 年来，中央共出台
或修订近 80 部党内法
规，超过现有党内法规的
40%，全面从严治党越来
越有规可循、有据可依。

固本
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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