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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规划》是在同一个空间
和时间内，对一个区域在发
展中遇到的各领域问题，进
行多方向的交叉研究、综合
研判和统一部署，避免了以
后发展中各领域之间的‘打
架’问题，而规划也更容易落
地实施，更便于片区管理。

●● ●● ●●

本报讯（记者 孙静）9 月 29 日，
记者从河南自贸试验区洛阳片区管委
会获悉，《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洛阳片区综合规划》（以下简称《综合
规划》）正式由洛阳市城乡规划委员会
审议通过。这也是我省区域发展中出
台的首个综合规划。

“以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河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为核心，
结合片区特色和定位，我们制定了
《综合规划》。”洛阳片区管委会相关
负责人说，《综合规划》涵盖了 1个综
合规划、8 个专项规划，专项规划涉
及洛阳片区的产业发展、科技创新、
制度创新、对外开放、土地二次开发、
绿色市政、产城融合、物流交通等各
个领域。

“《综合规划》是在同一个空间和
时间内，对一个区域在发展中遇到的
各领域问题，进行多方向的交叉研究、

综合研判和统一部署，避免了以后发
展中各领域之间的‘打架’问题，而规
划也更容易落地实施，更便于片区管

理。”该负责人说。
自贸试验区是制度创新的高地，

洛阳片区的《综合规划》无疑是在城
市规划领域所作的全新尝试。与此
同时，将“制度创新”作为一个专项融
入《综合规划》，让制度创新与产业发
展、土地利用、市政建设等协调推进，
也成为自贸试验区在区域规划中的
亮点之一。

根据《综合规划》，洛阳片区将按
照“双向开放先行区、改革创新活力
源、高质量发展增长极”的要求，着力
打造“周山洛水边、生态自贸区”。在
产业领域，将积极构建“2+3+N”现代
产业体系，即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现
代服务业“2个支柱产业”，培优做强
金融业、科技服务业、总部经济“3个
先导产业”，扶持发展现代物流业、数
字经济、高端生活服务业等“N个机会
产业”。③8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9 月 29
日，记者从省自贸办获悉，中国·河
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主活动之
一——河南自贸试验区招才引智对
接洽谈会人才（项目）需求信息征集
和政策梳理等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截至 9月 25 日，郑州、开封、洛阳 3
个片区共上报人才需求企业 150
家、1555人，项目需求24个。

省自贸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 3个片区共邀请嘉宾和高层次人
才 200人，其中两院院士、知名教授
等50多人。

同时，郑州、开封、洛阳 3 个片

区从市级、区级两个层面共梳理出
50 多项扶持地方产业、人才发展
的优惠政策。郑州市人才办正在
研究出台《关于加快推进人才管理
改革试验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计
划在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航
空港区、高新区和郑东新区智慧岛
开展人才管理改革试点工作，目前
正在征求意见。洛阳片区结合实
际人才需求，联合洛阳高新区、自
创区制定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机
制体制改革建设人才管理改革试
验区的实施方案》，已报组织部门
备案。③5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十
一长假期间，我省大部以晴好
天气为主，最高气温 26℃，总
体有利于出游和农作物收晒。

9 月 29 日，省气象台最新
消息，十一假期无明显冷空气影
响我省，周内气温较平稳，全省
大 部 地 区 最 高 气 温 22℃ ~
26℃、最低气温 11℃ ~15℃。
预计全省周平均气温接近常年
同期。周平均气温：西部、西北
部山区 15℃~17℃；其他地区

17℃~19℃。周内极端最高气
温：西部、西北部山区 24℃~
26℃，其他地区26℃~28℃。

其中，3 日，全省多云，北
中部的局部有零星小雨或短
时阵雨。5 日夜里到 6 日，全
省多云间阴天，西部、南部部
分地区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其
他地区局部有零星小雨。4日
到 6 日的凌晨到上午时段，东
部、南部局部易出现雾，驾车
出行需注意安全。③9

假期全省大部天气晴好

我省首个区域发展综合规划——河南自贸试验区洛阳片区《综合规划》审议通过

制度创新让区域发展更协调

河南自贸试验区发布1555个人才需求

“华夏药都”焕发新活力（上接第一版）这座占地 16亩的国医
馆，承担着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
医药技术研究与推广、中医药人才培
养、中医药创新项目孵化等重任，既是
禹州市中医药文化与技术的对外交流
平台，也是禹州市“华夏药都”形象的
一张新名片。

禹州自古便与中医药产业密不可
分。相传远古时期，轩辕黄帝在禹州
开创“岐黄之学”。神医扁鹊、华佗曾
在禹州行医问诊，医圣张仲景、药王孙
思邈在禹州悬壶济世。

神奇的传说、圣医的遗迹、绝妙的
禹药以及独特的炮制技艺，赋予了禹
州医药之源的特质、医药之魂的风采，
成就了禹州灿烂厚重的中医药文化，
为禹州药市的兴起和繁荣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道地药材，品质优良。“道地”也就
是地道的意思。道地药材是指在特定
自然条件、生态环境下所产的药材，由
于栽培技术、采收、加工都有一定的讲
究，相较其他地区的同类产品质量好、
疗效佳。禹州有道地药材36种，其中
《药典》有记载的带禹字头的道地药材
11种，6种药材取得国家地理标志认
证，入选数量居全省之首。

遵古炮制，独树一帜。禹州中药

炮制技艺世代传承，“百刀槟榔”“蝉翼
半夏”“刨花犀角”等经典总结就是对
禹州中药材炮制技艺的真实写照。
2009年，禹州市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
唯一的中药材加工示范基地。

如今，“禹州药会”入选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药材加工炮制
技艺”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本届药交会上，氤氲着中医药
文化气息的禹州被中国中药协会授予

“华夏药都”，被省旅游局、省中医药管
理局等部门授予“河南省中医药健康
旅游示范区”称号。

产业蝶变——
化资源优势为发展胜势

从田间采集的青蒿样本，经过
粉碎、萃取、浓缩等环节后，被送入

“高大上”的精密仪器中进行检测分
析……9月下旬，在禹州市医药健康
产业园，由河南天源生物科技公司打
造的青蒿素系列医药产品研发生产
项目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这一项
目由中科院天然兽用药物创新团队

首席专家梁剑平领衔，成功入选由诺
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主持的国家“十
三五”新药创制重大项目子课题，投
产后可年产 60 吨青蒿素医药产品，
将使禹州成为全国最大的青蒿种植
基地和青蒿素生产线。

“中医药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
财富，是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
态资源，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可以
大有作为。”禹州市委书记王宏武说，
要紧紧抓住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文
化的难得机遇，以资源聚产业、让优
势变胜势，持续推动中医药经济全面
发展。

高质量推进，大手笔建设。禹州
市委、市政府将中医药产业定位为两
大接续主导产业之一，以壮大产业竞
争力为核心，着力做大药业企业，持续
规范中药材市场，坚持举办中医药交
易会，中医药经济特色日益凸显。

目前，禹州市中药材种植面积超
过 40 万亩，发展连片种植基地 192
个、各类中药材种植经营组织 230余
家，拥有各类医药企业 56 家。占地

400 亩的国家级定点中药材专业市
场，入驻商户 600余家，从业人员 2万
余人，经营药材品种 2000多种，年销
售中药材突破 8万吨，年交易额近 40
亿元。

产业链条化，发展集约化。禹州
市以科技为动力，加强中医药产业链
上下游的高效联动和协同创新，使中
医药产业从上游向中下游迈进，从产
业链的低端向中高端迈进，加速形成
集中药材种植、中药饮片加工、中成药
生产、中药材仓储物流和中医药养生
养老等于一体的产业体系。

创新驱动，人才引领。禹州市着
力实施“招才引智”计划，与国家“千人
计划”专家张志东博士等专家学者合
作共建“现代生物医药协同创新中心”
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实验室”，加快发
展生物制药、动物疫苗、中药保健等现
代医药产业，延展医药物流和技术平
台，打造百亿元级中医药健康产业集
群。

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禹州市市
长范晓东介绍，已连续举办12届的禹

州药交会，每届参会客商达1000人以
上，来自20多个省、市和韩国等国家，
累计成交额近千亿元，成为中医药产
业产品展示、经贸洽谈、学术交流、项
目合作的重要平台。

传承创新——
打造“药香禹州”质量品牌

搭乘“互联网＋”东风，轻点鼠标，
即可知全国各大中药材市场及中药材
主产地信息；建设中医药云平台，囊括
禹州各种中草药数据，未来可以扫码
实现药材的“来源可追溯”“质量可监
管”……

为打造“药香禹州”质量品牌，禹
州市围绕“质量保障、信息服务、现代
交易、物流配套、政府监管”五大体系
建设，紧锣密鼓地推进中药材种植标
准化、加工精深化、交易现代化，让传
统中药材变得“耳聪目明”，逐步形成
药材质量保障体系，促进药材制作全
过程的质量提升。

面向未来的产业发展，离不开决
策的科学性、精准化。禹州市成立了

中医药产业发展专家委员会，出台了
《 禹 州 市 中 药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2016-2020）》等一系列长远规划，
将禹州中医药产业发展和中药材专
业市场示范区建设纳入全省、全国中
医药产业发展的“大盘”进行统筹布
局，将产业规划、专业园区规划和产
业集聚区总体规划深度融合，积极推
进中药材种植、加工、批发物流、电子
商 务 等 各 类 企 业 的 汇 聚 与 资 源 整
合。到“十三五”末，禹州市中医药健
康 产 业 主 营 收 入 有 望 达 到 300 亿
元。

以医药健康产业园为基础，禹州
依托中药材炮制技艺、中药饮片加
工、道地药材培育、中药材种植、中医
药保健、中医康复、中药材流通、中医
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特色文化资源
和产业优势，加快推进总面积 8.9 平
方公里的华夏药都健康小镇规划建
设，打造一个辐射中原、功能完善的
健康旅游小镇，一张展示药都文化精
髓、充满传统文化魅力的华夏医药文
化名片。

顺天时、秉地利、聚人和，禹州把
中医药产业作为经济转型的突破口，
推动中医药产业振兴发展，大步迈向
中原中医药健康产业新高地!

本报讯（记者 曾鸣）9 月 29日，
“‘我的河南我的国’主题诗会——看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在郑州市中原图
书大厦举行。现场，省内多位朗诵艺
术家们精彩演绎，抒发了对国家的深
深热爱，对出彩河南人的殷殷深情。

此次诗会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
部指导，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河
南报业网络中心承办，中原图书大
厦协办，共分为“祖国颂”“出彩河南
人”“我出彩我幸福”三个乐章。现
场诵读的诗歌既有对伟大时代、伟

大人民的热情讴歌，也有对出彩河
南人的深情颂扬，令人心潮澎湃。

由诗人艺辛创作的诗歌《大别山
中一朵山花的风采》，颂扬了信阳市浉
河区董家河镇绿之风希望小学教师李
芳英勇救人的感人事迹，在郑州十九
中学生们的朗诵下，现场观众深受感
动。表演艺术家施长金老先生诵读了
著名诗人王怀让的作品《我骄傲，我是
中国人》,虽因年龄原因只能坐在椅子
上朗诵，但他声如洪钟，情到深处，不禁
起身纵情高歌，引发如雷掌声。③8

“我的河南我的国”主题诗会举行

9月27日，平顶山市卫东区五条路小学的学生们手举国旗喜迎国庆。当天，革命前辈来到学校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⑨6
古国凡 张译方 摄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通讯员 蔡星
星）9月29日记者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郑州
中心支行公布了我省银行业支持小微企
业“成绩单”，前8个月百万户小微企业享
受“小微贷”，共获得476亿元信贷支持。

据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统
计，截至 2018年 8月末，河南省小微企
业贷款余额 9311.6 亿元，较年初增加
476亿元。小微企业贷款户数101.14万
户，同比增加 11.95万户。7月份，河南
省小、微型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同比
分别下降0.08个和0.27个百分点。

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
行将深入实施“百亿央行资金支小计
划”，发挥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
具的撬动引导作用。加快推进中小企业
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小微企业信用信息
的征集、评价和应用机制。促进银企互
信，支持税务、环保、科技、人社、工信、工
商等行业主管部门明确应重点支持的小
微企业标准，引导信贷资源进一步向依
法纳税、环保达标、创新能力强、就业带
动效果好的“真小微”“好小微”集中。支
持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注资、资产重组等
方式，增强融资性担保机构资金实力，完
善融资担保体系，提升担保能力，切实发
挥风险缓释作用。③5

前8个月476亿元信贷
支持百万户小微企业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通讯员 王雪
红）9 月 29 日，记者从三门峡市旅游局
获悉，卢氏县荣获 2018年“中国天然氧
吧”创建地区称号。除卢氏县外，新县和
西峡县也获此殊荣，这是我省首次有地
区荣获该称号。

卢氏县森林覆盖率达69.34%，每立
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高达6000个，其中
玉皇山森林覆盖率 99.9%，每立方厘米
负氧离子含量最高达10万个。

据了解，“中国天然氧吧”创建活动
由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发起，已经连续举
办3届，主要评价指标有气候舒适时长、
年均负氧离子浓度、年均 AQI指数、空
气优良天气占全年比重、森林覆盖率等
五项内容，目前全国已有64个地区获此
称号。③9

我省三地荣获
“中国天然氧吧”称号

从湖南省资兴市城区出发，沿着弯弯曲
曲的山间公路一路向东，车行约一个半小时
就到了州门司镇春牛村，这里便是中国工农
红军杰出指挥员、军事家曾中生的家乡。

曾中生，1900 年出生于湖南兴宁县
（今资兴市）。1925 年考入黄埔军校第 4
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 9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
学学习。1928年冬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
军事部参谋科科长、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
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武装工农部部长。

1930年 9月，曾中生以中共中央特派
员身份被派到鄂豫皖苏区，在国民党军队
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的危急时
刻，他果断地组成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和
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反“围剿”
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1931年 2月，曾中生任中共鄂豫皖特
委书记和军委主席。他指挥磨角楼、新集、
双桥镇等战斗取得胜利，挫败了国民党军
队的第二次“围剿”。同年4月，他任中共鄂
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第4军政
治委员，与军长徐向前率部南下作战，连克
英山、蕲水、罗田、广济等县城，相继取得漕
河镇、洗马畈等战斗的胜利。他率部参加
第四次反“围剿”，在七里坪战斗中负伤。

1932年10月，曾中生随红四方面军主
力撤离鄂豫皖苏区，1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
委员会参谋长，参加创建川陕苏区的斗争。

1933 年 9月，曾中生被张国焘以“右
派首领”等罪名逮捕并长期监禁。1935年
8月被秘密杀害于四川西北部的卓克基，
时年 35岁。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党中
央为曾中生平反昭雪。

距离曾中生牺牲已经80多年，但党和
人民并没有忘记这位从大山中走出的革命
先烈。曾中生的故居几经修缮，已经成为
省级文保单位和当地党员教育示范基地。

（据新华社长沙9月29日电）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刘宏冰 曹良刚

“1930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
之一、中共中央特派员曾中生来到大别山。
在他的领导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取得了第
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在山下打响的

‘四顾墩战斗’一举歼灭了敌30师1个团。”
9月 26日，大别山河南境内主峰金刚

台脚下，西河景区内的大别山商城革命历
史纪念馆内，解说员正向游客们讲述着曾
发生在这里的红色故事。

青山无言埋忠骨，绿水长流唱英雄。
在离西河景区50公里的长竹园乡武畈村，
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成立纪念碑高高耸立
在灌河岸边。

“党史记载，1931年1月中旬，曾中生根
据中央指示，率领鄂豫皖临时特委、军委随
红15军来到这里，与许继慎的红1军会合，
合编成立红 4军。随后红 4军转入进攻作
战，连克强敌，一举解放新集，将鄂豫皖苏区
连成一片，为新集成为鄂豫皖苏区首府奠定
了基础。”讲述起那段血与火的历史，长竹园
一中校长肖风正面向纪念碑肃立良久。

英魂不朽，丰碑长存。如今的灌河两
岸，田野金黄，处处一派丰收景象。刚刚欢
庆过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双椿铺镇龙堂
村文化广场上，每天早晚，人们在这里载歌
载舞，依然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之中。种粮
大户江庆前说：“没有当年革命先辈的流血
牺牲，哪有现在的好日子哟！”③5

曾中生：中国工农红军
杰出指挥员

幸福欢歌慰英灵
——曾中生战斗地商城县探访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
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喜迎国庆喜迎国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