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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政策这么好，我能早脱贫，
能当选村委会主任，更得好好
干，带领乡亲们都过上好日子！

李现万
卫辉市太公泉镇田窑村委会主任

●● ●● ●●

62 年前，在常香玉大师等

老一辈豫剧人的不懈努力下，经

文化部批准，河南豫剧院宣告成

立。“文化大革命”期间，河南豫

剧院被撤销。5年前，在新一辈

豫剧人勠力协作下，河南豫剧院

恢复建制，挂牌成立。

自此，豫剧艺术有了“领航

人”，一路高歌猛进。“豫剧走进

清华北大”“豫剧唱响百老汇、好

莱坞”……近年来，豫剧的一次

次创新创举令人瞩目，被全国文

艺界誉为“河南戏剧现象”。

河南豫剧院如何从“一穷二

白”到“豫剧航母”？河南戏曲未

来发展之路又在何方？

济源市职教园区项目是济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市场化
转型以后承接的重点运营项目之一，由项目公司济源市培英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管理。济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是济源市人民政府出资的国有重点企业，主要职能是承接市
委市政府重大专项建设任务，实现市委市政府重大战略意
图；投资全市新兴产业和战略性产业，支持引领全市新兴产
业发展。为有效整合利用资源，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商：

一、项目简介
济源市职教园区项目位于河南省济源市黄河大道南

侧、环城东路东侧职教园区高职新校区内，分为旅游实训中
心、汽车实训中心和大学生活动中心三个建筑单体。总建
筑面积为64667.59㎡，可运营面积为37025.07㎡。拟运营
方向：精品酒店、特色餐饮、茶舍书吧、汽车4S店、精品二手
车市场、城市综合展厅、城市新区超市、剧场、电影院、健身
房、青少年文体培训中心以及投资者认为可运营的其他经
营项目。

二、招商目的及内容
为确保该项目更好运营，充分发挥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现对旅游实训中心北侧、西侧连廊部分，汽车实训中心一
层和大学生活动中心全部进行公开招商，可接受三个单体独
立招商策划，也可接受整体招商策划，同等条件下，整体运营
商优先考虑。欢迎有合作意向的投资者前来洽谈。

三、报名条件
（一）招商投资人只接受公司法人，不接受自然人。
（二）投资人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守

法经营，依法纳税；不得从事有污染、扰民的经营活动。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准参加报名
1.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法人。
2.经营活动中存在重大违法记录的企业。
3.在信用报告上有失信记录的公司或法人。
四、报名要求
（一）企业经营许可证和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二）企业、法人信用报告。
（三）提交业态经营方案。
（四）提交从事同类业态经营业绩及佐证材料。
五、报名时间、地点
1.报名时间：2018年7月18日至8月18日止。
2.报名地点：河南省济源市财政局大楼416室
3.有投资意向者如需了解详细情况，请关注公司微信公

众号或登录公司网站了解。欢迎前来现场考察，费用自理（微
信公众号：济源投资集团；公司网址：www.jystzgs.com）。

联系人：孔先生 联系电话：15138807988
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电话：18539110068

济源市培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8日

济源市职教园区项目招商公告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

务行为，促进中介市场公平竞争，现

面向全国征集有意在济源开展业

务、依法登记设立、具备相关行业资

质和执业条件的中介机构入驻济源

市行政审批中介超市。详情登录济

源之窗（www.jiyuan.gov.cn)公告

公示栏目查看。

联系电话：0391-6835509

邮箱：jyszjcs@126.com

济源市行政服务中心

2018年7月 17日

关于征集中介机构入驻
济源市“中介超市”的

公 告
近日，新乡封丘县检察院党组召开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助力扶贫攻坚

专题会。会议由党组书记、检察长胡高峰同志主持，院班子成员参加了会

议。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打赢扶贫攻坚战，要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任务。这是党中央根据当前脱贫攻坚形势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

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

脱贫攻坚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胡高峰同志提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

认识，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把实现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

面小康的一场必胜硬战，坚定信心决心、努力实干奋斗、锐意开拓进取，确保

完成脱贫攻坚工作任务，奋力谱写新时代扶贫工作新篇章。最后，胡高峰同

志强调要多措并举，扎实推进扶贫攻坚工作。要充分认识检察机关服务和

保障扶贫开发工作的重大意义,加强与扶贫部门协作配合, 周密部署，精准

摸底识别，把帮扶工作做实、做细；明确任务，结对帮扶到户；强化基础设施，

打牢发展基础；送法服务，构建和谐农村。对脱贫攻坚工作不力的严肃追责

问责，努力做到在精准扶贫中加强精准监督，保障扶贫政策和资金落实到

位，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孙广超）

封丘检察院
召开助力扶贫攻坚专题会

目前，河南汇集了李树建、汪荃珍、王
惠、贾文龙等一批豫剧精英，他们为豫剧的
传承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如何
确保豫剧发展人才不断层？

2009年，我省先行先试，与中国戏曲
学院合作开办豫剧本科班，被誉为“河南豫
剧黄埔军校第一期”。2013年，以这届本
科生为班底成立了河南豫剧院青年团，如
今，他们正成长为河南豫剧发展的中坚力
量。

“这些青年演员是豫剧未来的‘掌舵
者’，但现在还缺乏知名度。接下来，不仅
要培养、更要力推青年演员，决不能让豫剧
人才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李树建说。

省文化厅副厅长李霞对豫剧未来发展
提出了“出人出戏出精品”的目标。在戏剧
评论家刘景亮看来，实现该目标要以剧目创
作为核心，全面培养编剧、导演、作曲等方面
人才，把有潜力的剧目加工成精品，组织交
流演出。③4

培育戏曲市场 力推青年人才

豫剧发展瞄准“出人出戏出精品”

1931年 4月 5日清晨，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
场。一阵密集的枪声响过，22名中共党员倒在了血
泊中。其中就有年仅34岁的刘谦初。

刘谦初，原名刘德元，1897年出生于山东平度
的一个农民家庭。1916年春，袁世凯复辟帝制。刘
谦初联合13名同学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华革命军东
北军第三支队炮兵团。后因作战英勇，被授予“山东
三支队义勇奖牌”。

1922年，刘谦初考入北京燕京大学。他发起成
立了《燕大周刊》，组织撰写《中国国民性的观察》《武
力不能统一今日的中国》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文章。

在北京求学期间，刘谦初与李大钊领导的学生
组织建立了秘密联系，接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
导。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首倡成立“燕大沪
案后援会”，被选为燕大学生运动负责人之一。
1926 年，刘谦初再度投笔从戎来到武汉参加北伐
军，在第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社会股任股长，并兼任
政治部理论刊物《血路》的副主编。

1927年 1月，30岁的刘谦初正式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8年 9月，在福建省第一次党代会上，刘谦
初被选为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1929年 8月 6日，刘谦初经青岛赴上海向党中
央汇报工作时，不幸被捕入狱。在国民党济南警备
司令部监狱里，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他
不为所动，从未屈服。1931年 4月 5日，在刑场上，
刘谦初戴着沉重镣铐，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
产党万岁”等口号，慨然就义。

位于平度田庄镇东刘家庄的刘谦初故居现在是
青岛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每年清明时节，当地的中小学师生都会来到这
里，追思缅怀英烈的光辉历程。今年 1月 12日，故
居还被确定为第三批山东省党史教育基地。

（据新华社济南7月17日电）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7月 17日，记者从
河南省戏剧家协会获悉，由我省报送的魏硕、
田宸子、桑艺萌、牛雨馨、王宇梦、张琬其等6
名选手在第二十二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
萃活动中斩获佳绩，他们凭借精湛的表演技
艺大展风采，全部荣获“金花”称号。其中魏
硕、田宸子、桑艺萌、牛雨馨4人荣获“金花十
佳”称号。同时，魏硕、田宸子、牛雨馨、王宇
梦受组委会邀请参加“佩花晚会”演出。

此次活动于 7月 13日至 16日在浙江嵊
州举行，共有 154名来自北京、河南、广东等
全国 24个省市和美国、加拿大的选手参赛。
涵盖了豫剧、曲剧等35个剧种。

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创办于
1997年，是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举办的一项全
国性、高规格、面向少年儿童的重要戏曲艺术
活动，代表了中国少儿戏曲的最高水平，被誉
为戏曲艺术的“希望工程”。本次活动中，我
省戏曲新苗取得了骄人成绩，河南省戏剧家
协会也因组织得力荣获“优秀组织奖”。③8

□本报记者 代娟 本报通讯员 郭峰

“这几天雨多，雨后草长得快，田间管理
很重要。”7月16日中午，在卫辉市太公泉镇
田窑村，51岁的村委会主任李现万忙完村
里的日常事务，赶紧拐到村里的红薯试种田
里查看。

这块红薯地可是村里的宝贝。前不久，
在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村里和郑州一家企
业对接，流转了55亩土地试种水果红薯。李
现万说，村里要根据水果红薯的销售行情适
时扩大种植面积，行情好的话再联合企业搞
水果红薯片深加工，发展村集体经济。

而一个多月前，谁都没想到，在村委会
换届选举中，这位一年前还戴着贫困户帽子
的李现万能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

大伙儿选他，自然有大伙儿的理由。
49岁的村民武新爱说：“他身上有股不服输
的劲儿，村里就得有个这样的领头人！”

19岁时，李现万患上胃病，自此离不开
药。6年前，他又患上肝炎，还没好利索，突
如其来的腰椎病让他失去了劳动能力。妻
子还要照顾老母亲和孩子，一家人的日子过

得很艰难。
2015年，经过精准识别，李现万家被定

为贫困户。“我性格要强，觉得面子上过不
去。”身体好些的李现万开始多方打听致富
门路。

2016年年底，卫辉市审计局驻田窑村
第一书记刘治鑫带着李现万去卫辉市考察
一家服装加工厂，李现万发现加工厂采用的

是订单加工，常年有活干，风险小。李现万
决定利用自家的院子干服装加工。

2017年3月，经过深思熟虑，李现万翻出
自己的全部家底，卖了喂养的土猪，又借遍了
亲戚朋友，总算凑了15万元启动资金。镇党
委和驻村工作队积极帮助他办理各种手续和
营业执照，并为他申请带贫就业点。

李现万的服装加工厂很快开了工，到去
年年底，加工产值达 50万元，年利润近 8万
元。李现万靠自主创业摘掉了贫困户的帽
子，同时还与14户贫困户签订用工合同，初
步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状况。

田窑村没有资源，人口不多，土里刨食得
有新刨法，发展高效农业比较靠谱；服装厂太
小，得尽可能扩大产能安置村民就业……当
上村委会主任一个多月来，李现万没闲着，他
对全村发展也有了初步规划。“党的政策这么
好，我能早脱贫，能当选村委会主任，更得好
好干，带领乡亲们都过上好日子！”他说。③5

新华社北京7月 17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
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自2018年 10月 1日起施行。

《条例》是系统规范在我国境内通过人力资源市
场求职、招聘和开展人力资源服务活动的第一部行
政法规，对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
场，更好服务于就业创业和高质量发展，实施就业优
先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条例》对人
力资源市场培育、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人力资源市场
活动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监督管理及法律责任等作
了全面规定。

一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对人力资源市场
的培育。国家建立政府宏观调控、市场公平竞争、单
位自主用人、个人自主择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诚信
服务的人力资源流动配置机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运用区域、产业、土地等政策，推进人力资源市场建
设，建立覆盖城乡和各行业的人力资源市场供求信
息系统。引导和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任何地方
和单位不得违反国家规定设置限制流动的条件。鼓
励开展平等、互利的人力资源国际合作与交流，开发
利用国际国内人力资源。

二是落实改革要求，推进人力资源市场领域的
“放管服”改革。明确了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当
免费提供的服务事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
事职业中介活动，需要取得行政许可，开展其他人力
资源服务实行备案管理；设立分支机构，变更名称、住
所、法定代表人或者终止经营活动，需要书面报告。
取得行政许可或者经过备案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名单及其变更、延续等情况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

三是明确人力资源市场活动规范，促进市场主
体诚信守法。个人应当诚实求职，用人单位应当依
法如实发布或者提供招聘信息，人力资源应当依法
流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举办现场招聘会、收集和
发布人力资源供求信息、提供人力资源服务外包、通
过互联网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等，应当严格遵守法律
规定，不得采取欺诈、暴力、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
段，不得介绍从事违法活动；违法开展业务的，依法
承担法律责任。

四是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维护人力资源市场秩
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采取“双随机、一公
开”的方式实施监督检查。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应当提交经营情况年度报告，但是通过信息共享
可以获取的信息，行政机关不得要求其重复提供。
加强人力资源市场诚信建设，实施信用分类监管。
加强人力资源服务标准化建设，发挥人力资源服务
行业协会作用。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刘谦初：一颗红心忠勇为党

国务院颁布《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任何单位不得违规设置
人力资源限制流动条件

我省新添6朵“金花”

脱贫户凭啥当上村干部

“他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儿”

□本报记者 温小娟

“大手笔”打造
“豫剧航母”

1

7月15日，“河南豫剧院恢复建制五周年汇
报演出”在河南艺术中心文化广场精彩上演。

老中青艺术家倾情演绎，曲终观众仍不愿
离去。此情此景让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感慨
不已。“5年前恢复建院之时，我许下5个愿望：
建设院址、培养人才、推出精品剧目、下好全国
豫剧一盘棋、让豫剧走向世界，如今这些愿望都
逐一实现了。”李树建说，这一切都得益于省委、
省政府的重视支持，给政策、给资金，让古老的
豫剧唱响了中原人新时代的文化自信。

记者了解到，2013年以来，我省组织举办
了全国豫剧高级表演人才培训班、全国豫剧院
团长工作交流会、中国豫剧优秀剧目北京展演
月等一系列“大手笔”的活动，豫剧发展呈现出
良好态势。

著名编剧陈涌泉认为，以李树建为代表的
河南豫剧院一班人致力于打造“豫剧航母”，着
眼于让豫剧走向现代、走向团结、走向青年、走
向世界，在全省戏剧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影响
辐射全国戏曲发展。

“常态化”演出培育戏曲市场2

培养力推青年人才“迫在眉睫”3

目前，全国有专业豫剧院团162个、民
营豫剧院团 1300多个，从业人数达 10万
之众，戏迷遍布全国。仅凭这些，能引领豫
剧的美好未来吗？在 7月 16日召开的专
家座谈会上，众多专家认为，要树立“大豫
剧”概念，但绝不仅仅是体量大、院团多，

“大”要体现在它的艺术价值上，出精品、出
大师、出经典，构建良好的戏曲生态环境。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 6月 21日至 7月
13日的“河南优秀剧目展演月”期间，21台
大戏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然而，展演月结
束后，许多观众反映想看戏却不知上哪去
看。对此，陈涌泉建议，要在郑州率先实现
豫剧演出常态化，做不到天天有戏，也要力
争做到周周有戏，重在培育戏曲市场和年
轻观众。

豫剧演员们在表演戏曲《下陈州》。②10 小说 摄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17日电 记者 17日
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从 7月 20日起，
在全国范围内对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河
湖管理保护突出问题，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项
清理整治行动。

专项行动目标是全面摸清和清理整治河
湖管理范围内“四乱”突出问题，发现一处、清
理一处、销号一处。2018年年底前“清四乱”
专项行动见到明显成效，2019年 7月 19日前
全面完成专项行动任务，河湖面貌明显改
善。

清理整治中，乱占主要包括：围垦湖泊；
未依法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围垦河道；
非法侵占水域、滩地；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及
高秆作物。乱采主要包括：河湖非法采砂、取
土。乱堆主要包括：河湖管理范围内乱扔乱
堆垃圾；倾倒、填埋、贮存、堆放固体废物；弃
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乱建主要包括：河
湖水域岸线长期占而不用、多占少用、乱占乱
用；违法违规建设涉河项目；河道管理范围内
修建阻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

“清四乱”专项行动，包括摸底调查、集中
整治、巩固提升三个阶段，2018年 7月 20日
开始，2019年 7月 19日全面完成。

水利部将开展全国河湖“清
四乱”专项行动

一年后河湖面貌明显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