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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放歌：一颗初心 一个梦想 一种担当
——福森药业集团系列调查报告之二

□本报记者 史家轩
本报通讯员 杨宝占

回顾福森的成长史，必须从“人”
说起，必须从福森的掌门人——曹长
城说起。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人之所以
为人的“规定性”时，曾特别强调：“作
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
就有使命，就有任务”。

这使命，这任务，汇聚、反映到每
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就是梦想、理念和
追求的统一。在梦想的召唤下，革命
者可以为了崇高目标而牺牲，科学家
可以为了真理而献身，而平凡的人们
也可以为了自己心中的梦想努力一辈
子……人，每一个有自觉意识的人，都
在对梦想的执著追求中，实现和确证
着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曹长城就是这样的人，从年轻时
候起，他就是一个特别有“自觉意识”
的人。

25岁那年，当他毅然决然放弃乡政

府的“铁饭碗”，带着5把钢钎、5把铁锤，
背起一个行李卷儿，和几个伙伴在锁河
岸边搭起草棚，开始自己的淘金之旅时，
那个升腾在心中的梦想，早已闪烁着黄
灿灿的光彩，挥之不去地在他眼前晃动。

“爬冰卧雪不觉苦，风餐露宿不畏
难”。几十年后回忆起最初创业时在
锁河边的艰辛磨难，曹长城竟然吟得
出这样工整的句子。真正爬冰卧雪风
餐露宿的时候他可没有功夫、没有心
情这样斯文地品味日子。

唯一有的是年轻的梦想和年轻的
勇气。在锁河的一片漠然中，在秋风秋
雨愁煞人的悲凉困苦中，在霜雪冬寒交
相来的严厉鞭挞中，曹长城从来没有因
为困难而退缩，从来没有让心中的梦想
黯然失色。相反，在冬夜的火堆旁，在

阴天的雨雾中，在锁河岸边的韧性抗争
中，他用自己默默无言的行动，细心而
执着地守护着自己梦想的火苗。

光明和希望总是降临在那些真心
相信梦想一定会成真的人身上：真的是
靠着年轻的梦想、年轻的勇气、年轻的
精神，曹长城在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
无厂房、四无设备、五无技术资料的情
况下，发扬敢想、敢干、敢创新的实干家
精神，竟然创造发明了一种独特的适合
于氧化矿冶炼的万吨堆浸提金工艺。

没有必要再来详细叙说这项发明
的科学工艺贡献以及它对于曹长城个
人、对于曹长城“梦想”启航的意义了。

历史可以作证：这项技术在当时破
天荒地填补了省内空白，荣获了国家黄
金科技进步三等奖。而且，后来还被全

国40多家黄金企业广泛推广应用，产
生了难以计算的经济效益……

历史还为我们作证：当时光老人将
日历翻到1994年5月1日这一天，曹长
城创办的“南阳长城企业集团”挂牌成
立之时，“长城”已经令人惊奇地拥有了
总资产1.2亿元，年创利税2000万元，
集团旗下拥有10个子公司……

有人替曹长城算了一笔账：从锁河
边5个人、5把钢钎、5把铁锤办金矿算
起，他用12年的时间为国家净赚回1万
个毛堂金矿。白手起家的曹长城完全是
在一张没有负担的白纸上，写出了最新
最美的文字，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

“南阳长城企业集团”是曹长城画
出的第一张最新最美的图画，却远不是
最后一张属于他的精彩绝伦的图画。

当曹长城用12年的时间把一个“梦想”
写在了淅川大地上的时候，蓦然回首，

“责任”和“担当”两个身影却簇拥着相
继跑来叩响他的心扉，拷问他的灵魂。

那是2000年11月。淅川县委、县
政府决定，把曹长城从蒸蒸日上的南阳
长城企业集团“一把手”位置上调整到濒
临破产倒闭的淅川制药集团任董事长。

对于曹长城来说，这一纸调令不
能说是晴天霹雳，但至少可以说是猝
不及防：2000年的淅川制药集团什么
状况？淅川没有人不知道，那是一个
陷进去拔不出来的大泥坑，那是一个
深不见底凶多吉少的无底洞。

此时此刻淅川制药这个曾经为淅川
财政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企业，已经从昔日
辉煌走向没落谷底：生产设备落后，资金

严重缺乏，企业负债率高达 400%，
1000多名员工10个月未发工资，工厂处
于半停产状态，资不抵债、濒临破产……

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问题。初
心、梦想、担当，曹长城血管里流淌的
是创业者的血液，思想的熔炉里燃烧
着责任和使命的圣火。

凭什么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选择逃
避？又有什么权利在党和人民需要的
时候自私懦怯？他一次又一次在内心
责问自己。

扪心自问、拷问灵魂：于清风明月
中，思想的天际豁然开朗。曹长城自言自
语，鼓励自己：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个
人有多大的梦想才能干多大的事业，有多
大的担当才会有多大的成就……

萦绕在胸的还是初心、梦想与担
当，这六个大字在曹长城心里集聚了
一种永恒的精神能源。

这天清晨，他收拾好行囊，朝淅川
制药大步走去。

青春的脚步是那样坚定，那样的
义无反顾。

新华社北京 11月 22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央宣传部、中央
组织部关于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二卷的通知》，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关于认真
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的
通知》全文如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在治国理政新的实践中，以习近平同
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
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
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
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与时俱进。

习近平总书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下转第九版）

□本报评论员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时代呼唤新作

为。省委十届四次全体会议要求，全省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务必志存高

远、锐意进取，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大确立的

宏伟目标，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托，

奋力开拓河南发展新境界。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河南发展也踏上了新征程，我省发展基

础更加坚实，发展优势更加彰显，发展成果

更加丰硕，发展前景更加光明。同时要

看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

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不少短板和

薄弱环节，要确保 2020 年与全国一道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进一步提升河南在全

国发展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尤须

保持“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坚定“不

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主动担当奋勇拼

搏，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就要

树立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新时

代的发展内涵和重点、理念和方式、环境

和条件、水平和要求与过去有很大不同，

如果没有深刻的思想解放和观念变革，

只习惯于用老思路、老办法、老经验，解

决矛盾、推进发展就是一件难事。要对

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以新的理念、新的思路、新的举措解

决现代化征程上的新矛盾、新问题。

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就要

增强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工作能力，掌握与

新时代相适应的工作方法。以学习增强

工作能力，虚怀若谷，向书本学，向实践

学，向专家、基层和群众学，在学中干，在

干中学，要真正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

以调查研究开展工作，动起来、沉下去，紧

扣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紧扣全

面从严治党面临的现实问题，紧扣人民群

众生产生活实际，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

众开展调研，特别是多到困难多的地方

去，多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把问题搞

清摸透，把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找准做

实，更好推动各项工作开展。

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就要

弘扬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优良作风。

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

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社

会主义是干出来的，难走的路在后半

程。对于我省而言，要建设经济强省、打

造“三个高地”、实现“三大提升”，打赢四

大攻坚战，惟有坚定前行方向、保持发展

定力，大兴干事创业之风，才能应对重大

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

决重大矛盾，不断在解决矛盾和问题中

打开工作新局面。

“ 自 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

里”。开启新时代，河南阔步迈入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我们不能沉湎于

鲜花与掌声，更需砥砺前行的决心和勇

气。只要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

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就能一步一

个脚印，把宏伟蓝图化为美好现实！3

本报讯（记者 杨凌）11月 22日，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口岸局传来喜
讯：截至11月 21日，该区已完成跨境出
口业务 1002.71 万单，货值 4.656亿元，
单量及货值双双创历史新高，且跨境电
商出口货值首次超过进口货值，走在全
国13个跨境综试区前列。

据悉，今年以来，航空港区跨境电商
产业发展坚持“全模式推进、差异化发
展”战略，以出口业务为主导，以“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城市为主要节点，以
货运包机为重要载体，着力打造跨境特

色产业，业务量实现迅猛增长。
该区在全国监管区率先打造了

“9610”跨境出口模式，破解了跨境出口
路径难题，形成高效快捷的跨境业务阳
光通道。此外，还引导企业与国际航空
物流企业合作，开通 2个跨境电商货运
包机专线，引发跨境出口业务实现了井
喷式增长，目前日均出单量达到5万单，
高峰时达40余万单。

航空港区还先后引进了中兴供应
链、大连京猫等多家支撑型的出口平台型
企业，这些企业成为今年郑州新郑综保区

跨境出口业务的主力军。截至11月 21
日，综保区电商企业、物流企业、仓储企
业、支付企业等跨境电商企业备案达301
家，形成了较完整的跨境电商产业链。

此外，综保区海关还大胆创新，在综
保区探索实行“不征不退”和“出口退税”
的跨境出口监管模式，实现了跨境业务
监管模式创新，形成跨境出口新优势。
综保区口岸作业区与郑州机场“区港联
动”，将通关时间由原来的3至4小时缩
短至40分钟，有效节省了电商企业的物
流成本。河南电子口岸公司持续优化中

国（河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系统平
台，有效提高数据传输及处理速度，通关
速度达500单/秒以上。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口岸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在形成跨境出
口商品区域性集散中心的同时，将逐步提
高跨境出口产品采购和生产的本地化比
例，实现出口产品从物流基地到生产基地
的转化，最终将航空港区打造成为国内跨
境出口企业的结算中心，形成集物流、生
产、结算、金融、税务、增值服务于一体的
航空货运跨境出口产业基地。③6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关于
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的通知》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11 月 22
日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谢伏瞻在河南师范大学报告厅，以“站位
新时代、践行新思想、书写新华章，争做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为
题，就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给
师生们上了一堂深刻而生动的党课。

谢伏瞻着重围绕“我们正处于什么
样的时代？”“要把牢什么样的精神航
标？”“肩负什么样的使命任务？”三个问
题，与大家交流分享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体会。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刻指出，青年一代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
途，民族就有希望。广大青年要坚定理
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
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

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
斗中书写人生华章。只要与时代同心
同向，当代青年人一定能够创造光荣、
实现梦想。

谢伏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了新时代，广大青年要把准历史坐
标、顺应时代呼唤。把握新时代，必须
深刻认识其基本依据、主要内涵。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站上新起点，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发生新变化，青年学子要深刻认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所具有的历
史意义、时代意义、世界意义，回望过
去、展望未来，站位新时代，勇立时代潮
头，找到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把准时
间节点，锚定人生坐标，一件接着一件
做，一年接着一年干，在火热的青春中

放飞人生梦想，在拼搏的青春中成就事
业华章。

谢伏瞻强调，广大青年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新的伟大思想凝聚实现伟大梦想的
磅礴力量。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强大武器改
造主观世界，确立思想理论的“定盘
星”、坚定理想信念的“主心骨”、筑就

“四个自信”的“压舱石”。要深刻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时代背景、理论特色、丰富内涵和历
史贡献，深刻认识其坚守真理、传承文
明的继承性，与时俱进、引领未来的创
新性，不忘初心、践行宗旨的人民性，实
事求是、把握规律的科学性，开辟了马
克思主义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境界、治国理政新境界、管党治党新境
界，为中华民族“强起来”提供了有力注
解，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作为新时代的青年，要把学习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一项强基固本的必修课，在学懂弄
通做实上下功夫，在深学细照笃行上见
真章，学思践悟、融会贯通，知其然、更
知其所以然，真正做到真学真懂、真信
真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谢伏瞻强调，广大青年要清楚肩负
什么样的使命任务，就是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在实现中国梦的生
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他提出，作为
新时代青年，（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屈芳）11月 22日上
午，省长陈润儿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
议，研究种养业、食品业、建筑业转型发
展；听取首届全国新农民新技术创业创
新博览会会议精神汇报、粮食安全责任
制考核工作情况汇报，部署有关贯彻落
实工作。

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南省高效种养
业 转 型 升 级 行 动 方 案（2017-2020
年）》《河南省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行动
方案（2017-2020年）》。会议指出，党
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这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的一项重大举措。河南作为农业大
省，推进种养业、食品业转型发展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点、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途径、构
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在指导思
想上，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按照新发展理念要求，着力推进标
准化生产、区域化布局、产业化发展、规
模化经营。在具体实施中，要着眼产业
融合发展，注重彰显区域特色，发挥自
身比较优势，突出抓好调结构、提品质、
强带动。其中，调结构是基础，要切实
解决好供给需求的平衡性、供给体系的
灵活性、供给结构的效率性问题；提品
质是重点，要通过开展专项行动和示范
创建，进一步提升绿色、有机农产品的
供给水平；强带动是抓手，要大力推进
科技带动、品牌带动、企业带动、区域带
动，更好发挥创新驱动和龙头企业引领
作用，不断提高河南农产品品牌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

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南省建筑业转
型升级攻坚方案（2017-2020年）》《关
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
会议指出，建筑业是河南传统优势产业
和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但目前面临着企
业“弱、小、散”、核心竞争力不强的发
展瓶颈，推进建筑业转型升级，有利于
提升施工能力、促进产业发展、加强环
境保护、增强竞争实力，势在必行、刻不
容缓。下一步，要着力抓好企业培育、
发展绿色建筑、推进科技创新、优化发
展环境，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加快推
动建筑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
转型，推动河南由建筑大省向建筑强省
转变。

会议听取了首届全国新农民新技
术创业创新博览会会议精神汇报。会议
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新农民、
新技术，农村是创业创新的广阔舞台，
也是发展的突出短板。（下转第二版）

谢伏瞻在河南师范大学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时殷切寄语

站位新时代 践行新思想 书写新华章
争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九论奋力开启新征程谱写新篇章

突出港区跨境特色 打造“空中丝绸之路”

航空港跨境出口业务突破千万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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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

一次能得“满分”的华丽转体
——郑万高铁万吨T构桥在郑成功对接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