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
多
内
容

请
扫
一
扫

代表委员视点

●● ●● ●●

04 2018年1月25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马涛

2018河南两会特刊

两会影像

热点关注

□本报记者 刘一宁

2016 年 12 月，经国务院批复
同意，国家发改委发布《促进中部地
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支
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郑州如
何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一直备受社
会各界的关注，参加省两会的代表
委员们也纷纷建言献策。

“郑州一定要抓住这个重大历
史机遇，瞄准国际标准，高起点、高
要求、高效率规划建设‘郑中心’。”

省人大代表、郑州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主任杨东方说，郑州市委托两
家咨询管理公司用了半年时间，从
战略研究、财务分析等层面完成了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前期咨询规
划工作。结合城市发展现状，郑州
市明确提出以国际综合枢纽、国际
物流中心、国家重要的经济增长中
心、国家极具活力的创新创业中
心、国家内陆地区对外开放门户、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中心为定
位，把十个方面的重大任务作为主

攻方向，推进九大支撑性工程，做
实六大基础性工作，逐步实现发展
目标。

省人大代表、中原发展研究院
院长耿明斋认为，郑州要实现到
2030年全面建成国家中心城市的
目标，还需要多方面持续发力，包括
集聚创新要素，吸引高端研究机构
落户；提升制造业基础能力，形成高
端制造业集聚中心；对接“一带一
路”建设，加大口岸建设力度等。

“国家中心城市的经济社会活
动覆盖、辐射和影响的范围应该是
全国。”耿明斋说，郑州不仅要成为
内陆开放新高地，还应该成为经济
文化活动中心，具有部分国家大区
域行政与司法管理功能。

“聚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为他

们提供干事创业的沃土，是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的根本保障。”省政协委
员、中原工学院党委书记崔世忠表
示，人才培养是高校的首要任务，要
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大力提
高硕士、博士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
量，为加快推进郑州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提供人才支撑。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必将对周
边县市的发展起到辐射带动作
用。”省人大代表、荥阳市市长王效
光表示，荥阳以“国家中心城市次
中心”为定位，以提升城市建设品
质为引领，全力推动理念融入、规
划融入、交通融入、功能融入、产业
融入，致力将荥阳打造成为郑西经
济增长极、和美宜居地、生态西花
园。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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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萍

教育是最受关注的民生问题
之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再次提到要优先发展教育。

让每个孩子都享受公平且有
质量的教育。长期关注农村教育
发展的省政协委员、洛阳理工学
院人文学院管理学教授梁红卫在
今年的两会上，提出了运用信息
化手段解决农村教育资源短缺等
建议。

“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购买一些名校、名师的网络
课程，让农村孩子免费使用，同步
享受最好的教育。”1月 24日，梁
红卫说，首先要在硬件上加大投

入，比如在学校统一安装投影仪、
网络宽带等，通过这些设备，运用
信息化手段，弥补农村教育师资
力量的不足。

针对我省留守儿童众多的问
题，他建议，为了保障留守儿童的
教育质量和安全，应该大力发展
寄宿教育，完善乡村的寄宿学校，

“让孩子们集中在一起，便于老师
更好地管理，更利于孩子的学习
和身心健康发展，也解决了在外
务工家长的后顾之忧。”关于资金
来源，他建议，除了要加大政府财
政投入、提高财政投入的精准度，
还可以动员社会力量，通过社会
捐赠等方式筹集资金，共同来解
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③4

□本报记者 逯彦萃

“南阳位于中原城市群的西南
部，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生态、旅游
资源，今后可以借助郑万高铁开通，
让这个区域大放光彩。”1月23日，省
政协委员、南阳市宛城区科技局局长
陈增喜说。

陈增喜是全省科技领域的标杆
式人物。去年，河南日报重磅推出了
关于陈增喜的报道，在全省范围内掀
起了“学习陈增喜”的热潮。今年是
陈增喜首次履行省政协委员的职责，
参加全省两会。

在陈增喜看来，南阳坐拥丰富的
文化资源、生态资源，但是由于之前
缺乏交通区位优势，显得有些受“冷

落”。“郑万高铁将开通，我们应该利
用好这个资源，不能让它仅仅发挥运
输功能。”他认为，郑万高铁开通后，
南阳和周边城市可以联动发力。“许
昌禹州有大宋官窑，平顶山叶县有县
衙，南阳有府衙，内乡也有县衙，这些
地方可以抱团发展观光旅游带；鄢
陵、驻马店、南阳都有丰富的驿站遗
址，可以抱团发展驿站文化带；许昌、
南阳、西南川渝地区都有着丰富的三
国文化资源，可以一起打造三国观光
旅游文化带……”陈增喜说起沿线的
文化资源如数家珍。

在陈增喜看来，郑万铁路沿线的
城市如同一个个珍珠，铁路开通则把
它们穿成了串，南阳要争取和沿线城
市抱团发展，叠加出新精彩。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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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薇跑两会”“端”出最精彩
本报讯 1月 24日，河南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隆

重开幕，标志着2018河南省两会正式步入高潮。河南日
报客户端继续发力，为你带来重磅策划——“小薇跑两
会”系列产品，并同步推出预告视频。小薇闪亮登场，帮
你划重点，带你360°全方位聚焦本次两会。2018年河
南两会，小薇开跑，为你代言！扫描右方二维码，立即观
看两会预告视频。③7（本报记者）

▲1月24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在郑州召开。代表们认真听取政府工作报
告。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摄

▶1 月 24 日，会议间隙，出席省政协十二届
一次会议的委员们交换意见，研究政府工作报
告。⑨6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

会场内外

两会会客厅

□本报记者 刘一宁 陈小平

“看，豫西这一大片绿色，多赏心悦
目。我们村就位于这一片绿色的中心地
带，伏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熊耳山
省级自然保护区中间。”1月24日，省人
大代表、栾川县三川镇三川村党支部书
记段新宽拿到“2018河南省两会用图”，
立即被其中的一幅生态地图所吸引。

和段新宽一样，今年参加省两会
的代表委员们都领到了一套两会地
图。鲜红的封皮里整齐地排放着8张
地图，河南概览、战略地位、中原城市
群、重点工程（交通）、生态、科技、历史
文化、地理国情等，都以图文并茂的形
式呈现在眼前。

两会地图的首次公开亮相，得到
了代表委员的一致好评。对照报告看
地图、对照地图学报告，已经成为今年
省两会的“新风景”。

米字形高速铁路网、井字形综合运
输侧通道究竟是啥样？中原城市群在
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地位如何？“战略
规划通过地图展现出来一目了然。地

图清晰地显示出每个地区的发展优势、
发展方向和发展定位。”盛意律师事务所
主任曹新成是一名新当选的省人大代
表，他对着地图研究了半天。

“在中原城市群这张地图上，南阳
和商丘、安阳一样，被用红底黄字突出
出来。与此同时，多色线条共同勾勒出
的已建铁路及正在建设的高铁线路,也
让更多人认识到南阳的区位优势。”省
政协委员、南阳市工商联主席李敬铎
说，政府工作报告不仅明确提出支持南
阳构建区域中心城市，还提出要推进周
口至南阳高速公路、郑万高铁建设，这
让我们对南阳的明天充满期待。

“在省人大、省政协和省发改委的
支持下，我们编制了两会地图，并提前
印制 3500 份，在驻地、会场免费发
放。每套地图里还配备有放大镜、小
尺子，方便大家阅读。”省地图院有关
负责人介绍，希望代表委员们通过地
图，更全面和深刻地了解我省近年来
的发展变化和未来的宏伟蓝图，进而
激发大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为中原
更加出彩贡献智慧力量。③7

时间：1月 24日

地点：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两会“融

媒问政”会客厅

嘉宾：省人大代表、多氟多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云峰

近年来河南的经济发展持续向
好，我作为一名企业负责人，身处其
中，感受颇深，尤其感受到河南的发展
有后劲有前景。

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今年的重点
工作时明确提出要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夯实发展战略支撑，推动创新驱动
提质增效。特别是提出要在大数据及
网络安全、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
及动力电池等领域，实施一批产业集

群专项和重大科技专项。这些都令我
倍感振奋、深受鼓舞。

我所在的企业多氟多，从传统的氟
化工行业起步，正是通过不断地研发创
新，挑战困难，突破关键领域核心技术，
才走出了一条转型升级道路。下一步，
我们还要继续创新，进一步完善新能源
汽车制造全产业链，形成从关键零部件
到纯电动汽车的完整生产体系，为全省
的创新驱动发展作出我们的一份贡献。

当前，新能源汽车市场正不断壮大，
前景光明。但也受配套设施不完备等因
素的制约，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在这方面
多做一些工作，让群众能更多享受到新
能源汽车的便利，让科技创新的成果惠
及更多人。③6（本报记者 刘勰 整理）

科技创新助企业转型升级

1月 24日，省
人大代表、多氟多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李云峰在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融媒问政”会客厅
接受采访。⑨6
杨致文 摄

两会地图“解密”新河南

代表用
放大镜研究
两会地图⑨6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