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近日，习近平
总书记对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
六○研究所原党委委员、副所长黄群，某试
验平台原负责人宋月才，某试验平台原机电
负责人姜开斌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
指出，黄群、宋月才、姜开斌3位同志面对台
风和巨浪，挺身而出、英勇无惧，为保护国家
重点试验平台壮烈牺牲，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共产党员对党忠诚、恪尽职守、不怕牺牲的
优秀品格，用宝贵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随
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初心和誓
言，他们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
模。广大党员干部要以黄群、宋月才、姜开
斌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履职尽责、许党报国，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省灌云县开
山岛民兵哨所原所长、开山岛村党支部原书
记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王继才同志守岛卫国 32年，用无怨无悔的
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
的人生华章。我们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
献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
求。对王继才同志的家人，有关方面要关心
慰问。对像王继才同志那样长期在艰苦岗
位甘于奉献的同志，各级组织要积极主动帮

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思想、工作和生活
上给予更多关心爱护。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大力表彰宣传信念坚定、对党忠诚、
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新时代典型，激励和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履职尽责、许党报国，努力创造无愧于时
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党中央
决定，追授黄群、宋月才、姜开斌、王继才同
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黄群，男，湖北武汉人，1967 年 5月出
生，1997 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系
中船重工第七六○研究所党委委员、副所
长。2018年 8月 20日，国家某重点试验平
台受台风影响出现重大险情，危急时刻，黄
群同志带领第七六○研究所11名同志组成
抢险队，冒着狂风涌浪对试验平台进行加固
作业，不幸被巨浪卷入海中，经抢救无效，壮
烈牺牲，年仅 51岁。黄群同志长期从事国
家战略型号产品科研与管理，负责或参与多
型战略装备总体科研、设计、建造、试验工
作，先后组织完成16项国军标、船标的制定
修订，为我国舰船事业奉献了一生。

宋月才，男，辽宁丹东人，1957年 1月出
生，1985年 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系中

船重工第七六○研究所某试验平台负责
人。2018年 8月 20日，国家某重点试验平
台受台风影响出现重大险情，宋月才与抢险
队员一起对试验平台进行加固作业，面对狂
风巨浪，他坚持最后撤离，因体力不支被巨浪
卷入海中，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终年 61
岁。宋月才刻苦钻研、技术全面，屡次带领团
队解决诸多技术难题，历时7年完成试验平
台改造任务，先后编写7本试验平台人员培
训教材，为提升关键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姜开斌，男，湖南常德人，1956年 12月
出生，1978年 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系
中船重工第七六○研究所某试验平台机电
负责人。2018年 8月 20日，国家某重点试
验平台受台风影响出现重大险情，姜开斌冲
锋在前，与抢险队员一起对试验平台进行加
固作业，不幸被巨浪卷入海中，经抢救无效，
壮烈牺牲，终年 62岁。姜开斌同志曾任海
军某部舰艇机电长，他爱岗敬业、能力突出，
把满腔热血全部倾注到舰船事业中，带领团
队出色完成多项技术保障任务，以实际行动
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入党誓言。

王继才，男，江苏灌云人，1960年 8月出
生，2003 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江苏省
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原所长、开山岛村党
支部原书记。2018年 7月 27日，王继才同
志在执勤期间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去

世，年仅 58岁。王继才同志自 1986年起，
毅然担起守卫黄海前哨开山岛的重任。他
和妻子以海岛为家、与艰苦为伴，坚持每天
升起国旗，每天按时巡岛，护航标、写日志，
与走私、偷渡等不法分子作斗争。他舍小家
为国家，守岛 32年只有 5个春节与家人团
聚，孩子从小无法照顾，父母去世、女儿结
婚，都因坚守执勤没有及时赶回。王继才同
志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海防事业，向党和
人民交出了一份爱国奉献的忠诚答卷。

黄群、宋月才、姜开斌和王继才同志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忠
实践行者。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学
习他们信仰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学
习他们恪尽职守、担当有为的敬业精神，学
习他们甘于奉献、勇于牺牲的崇高境界，学
习他们淡泊名利、清廉自守的道德情操。

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黄群、宋月才、姜
开斌、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与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结合起来，纳入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引导党员、
干部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决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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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不懈奋斗。

2018年河南联合
基金共资助 17项
重点项目和 100
项培育项目，经费
合计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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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新区秉承‘一张蓝图绘到
底’，成为现今令国内外关注的
城市‘样板’之一，其呈现的路径
和做法都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1935年 6月 18日，福建长汀，瞿秋白唱着《国际歌》
《红军歌》，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
口号，坦然走向刑场。到达刑场后，他盘膝而坐，微笑着
对刽子手点头说：“此地甚好。”

瞿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
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是中
国革命文学事业奠基人之一。1899年 1月出生在江苏
常州。

1921年 5月，经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在莫斯科加入
联共（布）党组织，1922 年 2 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3年 1月，瞿秋白回国后担任《新青年》等刊物主编，
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开创性贡献。

1925年 1月，瞿秋白在党的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
员、中央局委员。

1927年 8月，在大革命失败的历史关头，瞿秋白主
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
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
作出重要贡献。会后，他担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
常委、主席，主持党中央工作。

1931 年 1 月，瞿秋白遭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迫
害，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但他并没有因困难而退缩，到
了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和鲁迅并肩战斗，一起领导左翼
文化运动。

1934年 2月，瞿秋白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
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1935
年 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军逮捕。敌人得知他
的身份后，采取各种手段对他利诱劝降，但都被他严词拒
绝。6月 18日，他坦然走向刑场，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时年36岁。

瞿秋白已逝去多年，但他的信仰与理想、责任与担
当，都留在历史的注脚里。位于他的家乡江苏常州的瞿
秋白纪念馆每年都会有约 20万人参观。“瞿秋白在其短
暂的一生，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瞿秋白纪
念馆副馆长唐茹玉说。 （据新华社南京9月27日电）

瞿秋白：
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本报驻新乡记者 李虎成 赵同增
本报驻驻马店记者 杨晓东

驻马店，因历史上设“皇家驿站”而名
闻天下，商旅这个“第三产业”曾是“支柱产
业”。但因工业基础差产业发展慢，多年来
驻马店市的主要经济指标一直在全省中游
徘徊。如今，该市重振优质服务这一“镇店
之宝”，放飞“产业强市”的梦想。

9月26日，在驻马店广大鸿远车业有限
公司二期调试车间里，记者看到了全球最大
的车厢板排冲排铆自动化生产线——这条
110米长的“巨无霸”有望下个月正式上岗。

“借助它，我们就能实现用全新的方式
生产厢式车，厢板完全不用焊接，而是用
9600 多个铆钉铆接而成！”该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张宏忠自豪地告诉记者，有了这条

生产线，广大鸿远也将成为国内唯一能用
铆接方式批量生产车辆的企业。

这家成立不足4年、投产不足2年的企
业，发展速度令人咋舌。张宏忠告诉了记
者背后的“奥秘”——几年来，驻马店市对
企业全方位“耕耘栽培”，让企业长得“根深
叶茂”。

该公司一期、二期项目总投资 18 亿
元，企业流动资金一度紧张。了解到这一
情况，驻马店市及时召开政银企对接洽谈
会，协调洛阳银行、驻马店农商银行提供
7900万元资金支持。

驻马店市相关部门还不遗余力帮企业
“打广告”，今年以来，推荐广大鸿远参加广交
会、投洽会等5次高规格展销会；多方帮企业
争取政策资金、减免税收共计700多万元。

不仅如此，中集华骏、大力天骏两家专

用车企业，和广大鸿远享受到了同等待遇，
也都在蓬勃发展。这“三驾马车”让“驻马
店系”成了国内高端专用车辆的代名词。
驻马店市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异军突起。

服务好则企业兴，企业兴则产业旺。
据驻马店市市长朱是西介绍，该市提升服
务水平打好产业强市组合拳，食品加工、装
备制造、能源化工、服装、建材、生物医药等
六大主导产业发展日新月异，推动了全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年上半年，驻马店市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8.4%，居全省第一位；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6%，居全省第一
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25.2%，居全
省第一位。该市5月、6月、7月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速，连续3个月居全省第一位。③8

服务很“虚”。一个笑脸、一声问候，或

者是一个关切的眼神，都可以说得上是服

务。服务又很“实”，优质的服务让一个个企

业做大做强，让一个个产业蓬勃发展，让驻

马店市从传统的农业大市，变成了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主要经济指标稳居全省第一方阵

的“优等生”。

政府俯下身、沉下心，为企业提供暖心

的“保姆式”服务，在一天多时间的采访中，

驻马店市“放管服”改革让记者印象深刻。

特别是该市近期出台的“一次办妥”24条，提

出全面实现企业开办时间再减一半；项目审

批时间再砍一半；政务服务一网办通；企业

办事力争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凡是没

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一律取消。重商、亲

商、安商、富商的理念在这里得到诠释。

也许是 20 年成功举办“中国农加工洽

谈会”结出的硕果，驻马店这座城市更加包

容开放，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高，同时政

府机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这或许就是驻

马店市产业起飞的关键。③8

本报讯（记者 李林）刚刚结束的2018
首届郑州国际城市设计大会余音绕梁，9
月 25日，记者从郑州市郑东新区管委会获
悉，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国际著名城市规划
大师，纷纷对打破“千城一面”中河南所贡
献的郑东“样板”点赞。

郑东新区是本世纪初省委、省政府为拉
大省会城市框架、提高中心城市辐射带动
能力、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大举措。2001
年郑州市在国内率先采用国际招标的方式
征集郑东新区概念性总体规划设计，吸引
中外6家一流设计单位参与竞标，经过专家
评审和市民投票，最终黑川纪章方案中标，
确立了如意形的城市形态，打破了“千城一
面”的城市格局，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

亚洲建筑师协会主席杰汉珈·可汗说:
“如今漫步在郑东新区，我不仅被个性化高
品质的城市风貌所吸引，也从活跃的人流、
车流和不断拔地而起的建筑上感受到这座
新城的繁荣与活力。”

“高端设计引领城市未来发展！”中国工
程院院士王建国认为，郑东新区发展成就的
取得，得益于高水平的规划引领；实现更高
质量的发展，更离不开高质量的规划指导。

据悉，郑东新区正在不断以前瞻性的国
际化视野，展开城市风貌与城市产业兼续并
进的规划与设计，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21
座百米楼宇概念性设计的“集体”亮相更是
为本次大会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③9

千年驿站放飞“产业强市”梦想
——“出彩河南干中来”驻地记者交流采访系列报道

六次全会精神在基层六次全会精神在基层

记者手记

打破“千城一面”

郑东“样板”获点赞

中共中央关于追授黄群等四名同志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

（2018年9月27日）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9月 27日，记者从省科技厅
获悉，2018年国家自然基金委—河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基
金（以下简称“河南联合基金”）近日对河南联合基金项目
进行了评审，有4个领域共 17项重点项目和100项培育

项目获得1亿元资助。
河南联合基金主要支

持河南科技人才培育和
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今
年，河南联合基金对人口
与健康、新材料与先进装
备制造、生物与农业、电
子信息 4 个领域进行资
助。经近 70 位专家评审
和河南联合基金管委会
审议，2018年河南联合基
金共资助 17 项重点项目
和 100 项培育项目，经费
合 计 1 亿 元（直 接 经 费

8400万元）。其中，我省承担重点项目 16项，培育项目
全部落户河南。

据悉，2019 年河南联合基金将重点资助人口与健
康、新材料与先进装备制造、生物与农业、资源与环境和
管理科学等多个领域。③3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 通讯员 杨晓谜）9月 26日，
首届“河南最美大学生”巡回宣讲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报
告会在郑州大学举行。来自郑州大学、河南工业大学、郑
州轻工业学院3所高校的500名大一新生聆听了报告。

2017 年 6 月，省委宣传部、省网信办、省委高校工
委、省教育厅、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广播电视台、团省
委等 7部门，联合在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中开
展了首届“河南最美大学生”宣传推介活动，最终推选出
黄河科技学院商学院本科生马维祥等 10名大学生和郑
州师范学院残疾人艺术团 1个大学生集体，授予他们首
届“河南最美大学生”荣誉称号。

在郑州大学的首场报告会后，首届“河南最美大学
生”巡回宣讲活动还将走进河南警察学院、新乡学院、河
南理工大学、河南科技大学、商丘工学院、信阳师范学院
等6所高校，为上万名大一新生上“开学第一课”。

此次巡回宣讲活动，旨在进一步挖掘“河南最美大学
生”的丰富内涵，引导广大青年学生自觉增强社会责任感
和使命感，形成“学习最美、争做最美”的良好局面。③5

河南联合基金1亿元
资助4领域科技项目

“河南最美大学生”
为新生上“开学第一课”

9月 24日，汝阳县柏树乡华沟村贫困户范科正在介
绍自家的优质烟叶。该县紧紧围绕特色种植业，积极鼓
励、引导贫困户发展香菇、烟叶、艾草、黄梨、连翘等产业，
助力农民增收脱贫。⑨6 康红军 师娟 摄

9 月 26 日，内黄
县特殊教育学校老师
带领孩子们在美丽的
校 园 内 畅 游 。 近 年
来，该县通过“全面
改薄”工程，使全县各
中小学校园教学条件
得到极大改善，校园
面貌焕然一新。⑨6
刘佳宁 刘院军 摄

广大鸿远厂区内整装待发的专用汽车。②48 李江华 摄

王建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

“全面改薄”
让校园变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