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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记者4月9日
从戊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组委会获悉，
继4月8日美国旧金山举行海外炎黄子孙
拜祖大典之后，还将有下列国家和地区的
华人华侨华裔隆重举办活动，共祭中华人
文始祖轩辕黄帝。

澳门将在4月13日10时举行第三届
拜祖活动，该活动由全球华人寻根拜祖联
合会、澳门客属联合总会承办，预计约
400人参与拜祖；香港将在4月 15日 10
时举行第三届拜祖活动，该活动由全球华

人寻根拜祖联合会、香港梅州联会承办，
届时将有约400人参与拜祖；澳大利亚将
在当地时间4月15日9：30举行第二届拜
祖活动，该活动由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会承
办，预计1000人左右参与拜祖；台湾地区
将在 4月 18日 9：50开始第五届拜祖活
动，该活动由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承
办，预计1000人参与拜祖；加拿大将于当
地时间4月18日10：00进行首届拜祖活
动，该活动由温哥华中国文化中心承办，
预计约500人参与拜祖。

有关人士指出，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自
2008年由国务院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后，连续十多年成
功举办，已成为华人世界极具影响力和标
志性的文化名片。今年，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继续邀请海内外代表参加大典，继续支
持并逐步拓展海外华人华侨华裔在当地
举办“同拜黄帝”活动，将进一步深化全球
华夏儿女的团结交流联谊，提升华人华侨
华裔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③4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本报通讯员 王烜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棋局中，政商
关系的构建无疑是关键一步。

作为民营经济大市，许昌市积极探
索构建既“亲”且“清”的新型政商关系，
亲不逾矩，用“亲”密切政商关系，当好企
业的“服务员”和“守夜人”；清不远疏，用

“清”规范政商关系，让企业发展“只用找
路，不用求人”，着力打造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的标杆，以实际行动和发展业绩交
出了一份让人印象深刻的答卷。

亲：当好民营经济“守夜人”

一小时！4 月 8 日，从踏入许昌市
“市民之家”，到办完整套办事流程，只用
了一小时，许昌市一家文化公司的经理
计春友有些诧异。

“我本来已经做好了多跑几趟、等十天
半个月的思想准备，没想到只花十多分钟
填完表格、提交资料不久，电子营业执照
就审批通过了。”计春友对此感慨不已。

计春友的感慨背后，是许昌市自加
压力、加快推进“放管服”改革的努力。

2017 年 7 月，在进一步深化“放管
服”改革动员会上，许昌市政府郑重承
诺：到当年年底，所有经审核公布的事项
要全部实现“三个一”的目标，即“只进一
个门、只找一个人、只跑一次腿”，倒逼各
级政府部门简政放权、优化服务。

在许昌市市长胡五岳看来，所谓
“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
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的
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把自身

定位于民营经济的“守夜人”“搭台者”和
“清障手”，让企业“只用找路，不用求人”，
民营经济发展才能根深叶茂、海阔天空。

大森机电公司位于长葛市产业集聚区，
是一家2016年在新三板上市的电缆桥架生
产企业，近几年年均发展增速高达89%。

在入驻长葛市产业集聚区之前，这
家由 3名“80后”领衔的外向型企业，没
有征地建厂的经历，董事长赵晓东心里
一度有些担忧：“人生地不熟，办厂流程
会不会出现卡壳？”没想到，长葛市产业
集聚区管委会在规划、建设、办证等方面
提供保姆式服务，使其3个月实现投产。

“门里是企业的事，门外是政府的
事。”许昌市10个产业集聚区对入驻的重
点民营企业全部实行“零阻碍”，建立重
大项目“驻厂员”制度，让企业“入驻时放
心、建设时专心、运营时安心”。

清：严守政商交往的“底线”

严禁对企业乱摊派、乱检查、乱罚
款、乱收费、乱募捐；严禁在市场准入、招
商引资、项目审批等环节吃拿卡要、以权
谋私；严禁干预和插手企业正常生产经
营管理活动、未经批准参加企业的各类
庆典活动；严禁收受企业的礼金、礼品、
有价证券等财物；严禁在企业中兼职和
持有非上市企业的股份、证券。

“五严禁”，这是许昌市为党员干部与
非公有制企业及人员交往立下的铁规。

2017年3月，许昌市出台了《关于推动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意见》，明确提出政商
交往要严格执行“五严禁、五严查、五个不”，
做到“亲”不逾矩，坦诚交往，相互砥砺扶持；

“清”不远疏，清白纯洁，不搞权钱交易。
出台“负面清单”，细化政商交往正

当行为，厘定“为”与“不为”的界限，使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许昌生态圈”风清气
正、天朗气清。

金汇集团董事长尚学岭对此体会深
刻。十几年前，在长葛市委、市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集团的一个大项目在省发改
委成功立项。兴奋不已的尚学岭想宴请
当时的市领导，被婉拒后两人在路边小
店各自吃了一碗烩面。

2015年，由于不锈钢行业不景气，企
业市场销售持续低迷，尚学岭对企业未
来发展几乎失去了信心。这时，当地政
府的无私帮助再次让他渡过了难关。当
年，许昌市组织国税部门向上汇报行业
发展和税收政策建议，帮助企业享受增
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累计办理税收
优惠1.14亿元。

尚学岭说，许昌的亲清新型政商关
系，“亲”在了行动上、“清”在了骨子里，
让民营企业家对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
2016年，金汇集团投资3亿元，引进了我
省第一条不锈钢六连轧生产线；投资5.2
亿元，新上了目前国内最先进的再生不
锈钢板带生产线。2017年，金汇集团实
现营业收入210亿元，同比增长35%.

扶：做民营企业的“助推器”

服务的“升级版”是引领。2015年年
底，许昌市启动了“企业家队伍培养十百
千行动计划”，力争在“十三五”期间培养
出 10名以上杰出企业家、100名以上优
秀企业家、1000名以上成长型企业家。

许昌市市长胡五岳说，虽然民营经
济已成为许昌的金字招牌，但跳出许昌
看许昌，不少民营企业家还存在小富即
安的观念，唯有拉高标杆，持续求进，才
能推动民营经济进一步做大做强。

为提升企业家素质，许昌市率先探
索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合作办学，将企
业综合管理培训班开到家门口，用学习
充电的方式打开创新思维总开关。两年
多来，该市每年用于企业培训的投入接
近 2000万元，累计培训企业管理人员 3
万多人次，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拥有“大
家风度”，具备全球视野。

为促进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和动能
转换，许昌设立 6只总规模达 75亿元的
产业投资基金，引导民间资本投向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

伴随着招贤的热忱和发展的热望，
许昌设立15亿元的英才基金，去年以来
引进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等高层次人才
59人，科技创新团队 16个，这些人才和
团队 90%以上落户民营企业，让人才真
正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第一资源。

中科院“百人计划”学者、天然兽用
药物创新团队首席专家梁剑平领衔的创
新团队进入黑马药业公司后，不仅引来
了全省首家国际合作天然药物实验室，
还成功选育出适合北方地区种植的青蒿
新品种。未来，一个年产60万吨的全国
最大的青蒿生产基地将在许昌诞生。

“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政策引领，成为
民营企业的定心丸、加油站和助推器，使
民营企业的获得感越来越强，创新创造
活力竞相迸发。”森源集团董事局主席楚
金甫说。③7

打造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标杆
——许昌市发展民营经济促进民间投资纪实之二

世界多地将举办活动共祭轩辕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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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捐躯宋教仁

宋教仁像（资料图片）新华社发

一入湖南常德桃源县教
仁学校大门，抬头就可见一尊
宋教仁雕像。四月春暖，烈士
一袭长袍，头戴毡帽，昂首肃
立，目视前方。就在不久前，
200 余名师生代表和社会各
界人士齐集雕像前，纪念宋教
仁为国捐躯105周年。

“千古武陵溪上路，桃源
流水潺潺。”一代英烈宋教仁，
其勤奋刻苦的求知精神、矢志
不渝的革命精神、义无反顾的
爱国精神、倾注一生的法治精
神在教仁学校学子和桃源人
民中间广为流传。

宋教仁（1882 年—1913
年），字钝初，号渔父，湖南常
德市桃源人，是民主革命的先
行者。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唐
绍仪内阁的农林部总长，国民
党的主要筹建人。

1888 年（清代光绪十四
年），6岁的宋教仁进入私塾读
书，1899年，升入桃源漳江书
院，1902年，考入武昌普通中
学堂。翌年入学，在校期间，
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
体在武昌花园山的聚会吸引
了宋教仁，他常与同学议论时
政，并走上了反清革命之路。

1903年 8月，宋教仁结识
黄兴，成为挚友。同年11月4
日，他偕黄兴、刘揆一、陈天
华、章士钊筹创华兴会。

1904年 2月，以“驱除鞑
虏、恢复中华”为政治纲领的
华兴会在长沙成立，黄兴任会
长，宋教仁任副会长。同年11
月，宋教仁抵达日本，先后入
东京政法大学、早稻田大学学
习。

1905年 6月，宋教仁创办
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
入读日本法政大学；同年 8
月，他支持孙中山在日本东京
成立同盟会，并担任其司法部
检事长，将《二十世纪之支那》
改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1910 年底，宋教仁从日
本返抵上海，任《民立报》主
笔，以“渔父”笔名撰写大量宣
传革命的文章。

1911年 7月，宋教仁与谭
人凤、陈其美在上海组建同盟
会中部总会，亲任总务干事。
他来往于上海、两湖各地，积
极发展中部总会分会，筹款购
买武器弹药，推动长江中下游
流域的革命进程。

1913年 3月，“中华民国”
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
宋教仁的主持经营下，国民党
取得重大胜利，进一步提高了
他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
宋教仁正欲循欧洲“内阁制”
惯例，以党首身份组阁之际，
同年3月 20日 22时 45分，被
洪述祖暗杀于上海火车站。
22 日凌晨 4 时 48 分不治身
亡，年仅 31岁。今宋教仁墓
安于上海市闸北公园。

章太炎在《民国报》《神州
日报》评点宋教仁“至于建制内
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
辅”“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

多年来，宋教仁家乡的桃
源人民铭记和深切缅怀宋教仁
先生的英雄事迹，弘扬宋教仁
的爱国奉献精神，怀念这位杰
出的革命家，桃源人民将宋教
仁的故居原八字路乡粟山坡村
改名为“渔父村”，2011 年 5
月，又将渔父、回龙、姚家冲三
个村合并为“教仁村”。2001
年将原八字路中学改名为“教
仁中学”，后又将教仁中、小学
合并为现在新建的教仁学校。

同时，桃源县还规划设计
了宋教仁故居文化产业园，正
在筹建宋教仁博物馆，建立了
桃源县宋教仁研究会。
（据新华社长沙4月10日电）

信 息 专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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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检察院被赋予了
新的检察职能,如何让老百姓们
来了解新时代的检察院呢?新乡
卫滨区检察院想了“新招”：该院
结合新时代检察工作特点和普
法宣传工作,以图文并茂的形
式、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介绍检察
机关的职能、检察工作开展情况
编印成册,在各个社区、单位、企
业的服务大厅等人流量较多的
地方摆放《新时代检察工作宣传
手册》,并深入到各个社区、街道
发放给人民群众,让群众能够更
加直观地了解卫滨检察。《新时
代的检察工作》系列宣传,得到
了卫滨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区
政协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该
院充分利用区内的各种会议,将

《新时代检察工作宣传画报》等
资料与会议资料摆放在一起发
放给各位与会代表,让社会各界
人士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新时
代的卫滨检察。“原来检察院没
有了反贪、反渎,还有这么多职
能啊!这下真的是‘长姿势’了!”
与会代表无不交口称赞。除此
之外,该院还在“两会”期间,对
每个司法所的社区矫正人员也
发放了一份宣传手册,希望他们
通过了解检察工作,更加珍惜自
由的幸福,也更加知法、懂法、守
法。近年来,该院不断创新宣传
方式，让更多的群众在了解检察
工作的同时,学会用法律的武器
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崔丽颖）

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增强广大
党员干部勤政廉洁的意识，近日，洛
阳洛龙区白马寺镇组织镇村两级党
员干部到洛龙区知行苑廉政教育基
地和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进行
参观学习。参观学习现场，通过讲解
员深入浅出的讲解、展厅丰富精彩的
图文展示以及富有警示意义的视频
播放，党员干部深刻感受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铁腕防腐的坚定决心。随

后，来到洛八办纪念馆参观学习，倾
听和感受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事
迹，再一次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始终
牢记共产党员的光荣使命，争做一名
优秀党员。参观学习结束后，大家纷
纷表示以后一定严格要求自己，树立
服务意识和大局意识，立足岗位，爱
岗敬业，保持我党艰苦朴素、勤俭节
约的优良传统，切实做到警钟长鸣，
廉洁从政。 （杨建国）

新时代检察宣传出“新招”

开展廉政教育 增强廉政意识

为大力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推动“四查四促”专项行动的深入开
展，嵩县卫计委多举措对专项行动进行常态化
督促。加强政治学习。认真学习县纪委关于
持续开展“四查四促”活动有关文件精神，全面
提升思想认识，增强全委党员干部的政治和行
动自觉性。坚持问题导向。紧盯重点岗位、重
点项目、重点资金、重点环节，紧盯问题易发多

发领域和人群，“查促”两手抓、两见效。建立
长效机制。选取重点问题进行督办，定期对各
单位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通报，建立长效机制，
巩固专项行动成果。强化责任追究。坚持“一
案双查”，对发现的典型问题，既追究直接责任
人的责任，又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县卫计委
对职能科室监管责任履行不到位的进行问责。

（赵丽丽）

今年来，漯河源汇区人防办紧紧围绕作风建
设，严纪律、强管理，形成了人心齐、势头强的良好
局面。一是下发《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
点》，细化工作任务。二是开展专项整治，重点解
决敷衍执行、推脱执行等问题，提高全体党员干

部的执行力。三是每周开展一次科级干部讲党
课，真正把党章党规党纪学习教育融入日常。四
是开展读书活动，做好学习记录和读书笔记。五
是持续正风肃纪，对工作纪律等开展常态化明察
暗访，坚持抓早抓小，动辄必咎。 （陈静）

源汇区人防办狠抓干部作风建设

嵩县卫计委推动“四促四查”专项行动

多措并举 加强村“两委”换届纪律工作
洛阳洛龙区龙门街道办事处纪

工委以零容忍的决心和强有力举措
落实村“两委”换届的各项纪律要求，
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两委”换届风气监
督工作，制订督查工作方案，各村（社
区）均成立严肃换届纪律工作领导小
组。加强纪律宣传，将换届选举风气
监督的纪律要求通过多种途径宣传，
动员会上引导党员干部筑牢纪律防

线。纪工委汇同组织、计生、综治、信
访等五部门对各村(社区)党组织推荐
的初步人选进行联审，把好人选关。
组建巡查组，紧盯重点对象、典型问
题、重要环节，对全办 11个村(社区)
进行全方位的监督，确保程序合法。
畅通举报渠道，对违反换届纪律行为
的立查快办，确保换届工作风清气
正、顺利推进。

（姜永学 梁素亮）

日前，通许县竖岗镇新一届村党支部换届
选举工作圆满完成，一批有能力、群众信得过
的优秀干部被选进村党支部班子，成为该镇奋
力发展的“主力军”。该镇党委、政府按照试点
先行，分区域压茬推进的模式，细化实施方案，

班子成员分包村组，靠前指挥，压实责任。通
过会议、横幅、村务公开栏，对换届选举办法、
纪律、法定程序等进行宣传，做到人人皆知。
严格按照规定时间、节点、程序进行操作，做到
一村一档，确保每个细节准确无误。 （朱青）

通许竖岗镇完成村级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