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石可欣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里，我省各
地纷纷推出便民服务，加强文明旅游引
导，游客们也都自觉排队、文明游玩，记
者所到之处，处处感受到文明的力量。

地点一：洛阳龙门石窟

10 月 1日一早，在洛阳龙门石窟
电瓶车等候区，记者看到等候乘车的
人排起了长队，身着红色马甲的工作人

员正引导大家有序乘车。
“我们一共7个人，有老人有小孩，

能不能乘坐同一辆车？”来自西安的郜女
士和工作人员商量。工作人员听后，先
安排后面的两位游客上了车，紧接着，将
郜女士一家安排在随后一辆车上。

“今天的游客量大概是平时周末
的 2至 3倍，但是大家都很有秩序地排
队等候，游客们5分钟就能到达景区游
览。”负责引导游客乘坐电瓶车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在龙门石窟景区，除了发放大量
的文明宣传手册，还有很多工作人员、
志愿者对游客进行提醒、劝导，引导广
大游客文明出游。

地点二：河南博物院

国庆假日期间，河南博物院里游
人如织。绘彩人面镇墓兽、绿釉陶六
博俑……面对一件件精美的文物，不
少游客赞叹不已，纷纷拿出相机、手机
拍照。

“我们有警示标志，禁止使用闪光
灯拍照，大部分游客会遵守规定。有极
个别游客使用了闪光灯，我们一劝说就
改了。”志愿讲解员薛立告诉记者。

薛立说，文明举止从点滴做起，在
河南博物院，绝大部分游客都自觉遵
守文明规范，讲解员劝导的次数越来
越少。

地点三：郑州市动物园

国庆假期里，郑州市动物园也迎
来了游园高峰，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来
这里认识、亲近小动物。

在儿童游乐园旁，参天梧桐树营
造了一片绿荫。长椅上，一对年轻的父
母带着两个孩子休息，妈妈为刚满周岁
的弟弟换尿不湿，小哥哥接过换下来的
尿不湿扔在了地上，一旁的爸爸急忙弯
腰捡起，拉着小哥哥走向垃圾箱。动物
园保洁员告诉记者，虽然假期人多，但
是地上的垃圾却很少，省心多了。

家长的时刻引导，在孩子的心里
种下一颗颗文明的种子。③5

出彩中原在行动
文明的力量

文明渐成新风尚 景美人美两相宜

此次改革，除涉及前置审批
事项或企业名称核准与登记
不在同一机关的，都可以在
线自主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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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调研
聚力中原出彩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我们不断推出豆制品、蔬菜制品
等新产品，依托线上线下联动销售，今
年销售收入有望达到 35亿元。”近日，
当省委办公厅第六学习调研组来到漯
河平平食品有限公司的技术研发中心
时，公司负责人介绍。

食品业属于典型的传统行业，但
调研组发现，在漯河，传统食品工业正

以“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品牌化”
为目标，推动产品不断更新换代，迈向
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漯河三剑客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
家以乳品加工为主的企业，今年6月，公
司生产的两种产品喜获有着全球食品界

“奥斯卡”大奖之称的国际食品博览会金
奖。“我们的产品已经升级到第四代。”董
事长李益民介绍，公司拥有核心专利技
术127项，参与过生鲜乳GB19301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和复合蛋白引领标准的修
订工作，最近又向承担益生菌牛奶制品
标准制定的中标院申报了合作课题。

以创新为基，参与国家和行业标

准制定，主导行业话语权，是漯河不少
食品企业的共性。双汇集团已参与制
定、修订国家食品安全标准27项，其中
主导 5项。中大恒源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已经主导了19个天然色素和复
配食品添加剂国标的制定。

据介绍，为增强创新实力，漯河市
优先支持现有食品企业实施智能化、
绿色化、企业技术“三大改造”，同时建
立科技创新券制度，鼓励企业组建多
种形式的产学研联合体。目前，全市
食品行业共拥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4
个、博士后研发基地 2个、院士工作站
3个、“国”字号食品检测机构 2个，省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1家，先后参与
制定、修订与食品有关的国家和行业
标准近百项，每年研发新品种上千种，
成为国内领先的食品研发基地。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2017年，漯河
市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主营业务收入近
1800亿元，占全省的1/6、全国的1/60，
食品工业增加值、销售收入、利税总额
居全省第一；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食
品工业同比增长12.3%，高出工业增速
4.7 个百分点。“我们将进一步推动食
品产业转型升级，建好中国食品名城，
为中原更加出彩作出更大贡献。”漯河
市委书记蒿慧杰说。③6

漯河：创新引领食品产业加速发展

本报讯（记者 栾姗）10 月 9日，
2018年河南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
动周启动。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黄强出席活动。

本次双创活动周主会场设在郑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各省辖市、省直
管县（市）设分会场，同步举办相关活
动。活动周的主题是“高水平双创、
高质量发展”，将举行新兴产业创投
基金项目对接、创新创业大赛、返乡
创业专家导师走基层、产业技术大会
等系列专题活动。

黄强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参加活
动的来宾表示欢迎，向广大创新创业
者表示问候。他说，近年来，省委、省
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贯彻新发展理
念，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原
大地双创事业蓬勃发展，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已经成为稳定扩大就业的重要
渠道、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
助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黄强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以双创
活动周为契机，进一步加快体制机制
创新，深化“放管服”改革，最大限度
优化营商环境，为创新创业开辟更加
便捷高效的“绿色通道”。希望广大
创新创业者紧跟时代潮流、抢抓发展
机遇、发挥聪明才智，共同谱写河南
创新驱动发展的新篇章，为中原更加
出彩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③5

本报讯（记者 孙静）开公司再也
不用为起名字这事儿来回跑腿了，只
要有网络，足不出户就能完成企业名
称自主申报。10月 9日，记者从省工
商局了解到，我省于 10月起在全省范
围内试行“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制度改
革，解决企业反映强烈的“起名难、效
率低”等问题。

10月9日，袁女士来到郑州市二七
区赣江路行政服务中心工商窗口，为子
公司办理企业名称核准手续，工作人员
告诉她，核名环节已经取消，企业可自
主在线申报、修改和确定名称。袁女士
当即在自助办理区进行了在线取名。
登录河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平台
后，袁女士进入了企业名称自主申报页
面并填写了公司名称，系统自动比对和
判定后，提醒袁女士所申请名称涉及了

禁用词，无法通过。袁女士随即更换成
备选名称，系统提醒可以使用。

这让袁女士喜出望外。“方便！我
以前给其他子公司办核名的时候，哪
怕准备了三四个名字，也经常是跑到
这儿，一查都不能用。现在不仅可以
随时随地起名，还能在线修改，省了不

少麻烦。”袁女士感叹说。
“此次改革，除涉及前置审批事项

或企业名称核准与登记不在同一机关
的，都可以在线自主申报。”省工商局
企业注册处负责人靳薇说，工商部门
正式取消了核名审批环节，同时向全
省开放企业名称库，企业取名可以自
行查验，不用再等审批。

此外，企业在线申报名称确定后，
有 30天的保留期限，企业在期限内可
随时在线办理工商登记，真正实现“一
网通办”。

“这次改革实现了三个‘零’，零跑
腿、零纸张、零等待。”靳薇说。线上申
请核准，企业不用再专门跑到工商窗
口办理，实现了“零跑腿”；企业网上填
信息，省去了在窗口需要提交的各种
纸质材料；自主申报系统采用先进的

计算规则，对申报名称在线自主查询、
比对、判断，并即时给出申报结果，与
原先实行的登记机关人工审核相比，
名称核准可谓是“秒通过”。

“零等待”的前提是企业积极履行
自身责任，靳薇提醒说，对于违反规定
的名称、存在侵权风险的名称等，系统
都会有提示，名称确定后申请人要签
订《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承诺
不侵犯其他企业的名称权、商标权或
其他知识产权等。同时，工商部门加
强后续审核，若发现自主申报的企业
名称有违反禁用规则、公序良俗和诚
信原则等情形的，将不予登记。

另据了解，为配合企业名称自主申
报改革，省工商局将冠省名称的企业名
称核准权，正式下放至全省各级企业登
记机关，实行“谁登记、谁核准”。③5

我省试行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制度改革，取消“核名审批”

“零跑腿零等待”企业取名不再难

2018年河南省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活动周启动
黄强出席活动

林晓同志，曾用名李世荣、李亚

夫、李林晓，1920年11月出生于河北

省魏县。1938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时参加革命工作。他自幼刻苦

读书，追求进步，“七七事变”后积极

参与群众抗日活动。1938年 5月至

1945年6月，林晓同志历任河北省大

名县二区救国会宣传部长、四区指导

员、冀南区党委代理秘书长、漳河县

委组织部部长、冀南地委组织部部

长、安阳县工委书记。1945年7月至

1953年 2月，先后任安阳县委书记、

内黄县委副书记、邓县县委书记、南

阳地委组织部副部长。1953年 2月

至1967年12月，任南阳专署专员，地

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1968 年至

1971 年，“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

批判。1971年12月至1977年11月，

任河南医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组长。1977 年 11 月至 1985 年 5 月，

历任安阳地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纪律

检查委员会筹备组副组长、省纪律检

查委员会书记、省顾问委员会常委。

1985年5月至1993年4月，先后担任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七届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代理主任、省人大

常委会党组书记，兼任省顾问委员会

常委。1994年10月离职休养。

林晓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八

次、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

二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

国共产党河南省第一次、二次、四次

代表大会代表，河南省第五届、六

届、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38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后，林

晓同志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服从组织分配，对党忠诚，积极

工作。1947年 9月，他随部队南下，

由大别山到邓县工作，担任县委书

记，坚持对敌斗争，努力扩充部队，开

辟邓县解放区，受到上级表扬。

1953 年 2 月至 1967 年 12 月，林

晓同志任南阳专署专员，地委第二

书记、第一书记，领导推动南阳地区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显著成

效。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中，向省委如实反映南阳地区经济

困难、粮食短缺、群众饿肚子现象严

重的情况，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阳

的困难问题。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晓同志

被错误批判，精神上、身体上受到了

折磨和摧残。在身处逆境的情况

下，他无私无畏，刚正不阿，始终保

持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始

终坚定不移地相信党和人民，充分

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在特殊历史时

期的高贵品质。1980 年 1 月，南阳

地委为林晓同志彻底平反。

1980 年 10 月至 1984 年 8 月，林

晓同志任河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筹

备组副组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

记。他坚决贯彻执行新时期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和省委指示，密切联系

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原则，秉

公办事，为我省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作出了突出贡献，奠定了良好基础。

1985 年 5 月至 1993 年 4 月，林

晓同志任省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省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代理

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他

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履行宪

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支持“一府两

院”的工作，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行

使立法、监督、人事任免、重大事项

决定等职权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

作。他高度重视省人大常委会机关

自身建设，团结同志，艰苦探索，努

力推动机关各项工作规范化、制度

化、程序化，取得了突出成绩。

1994年10月，经组织批准，林晓

同志离职休养。离休之后，他仍然保

持着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继续关心党和国家大事，

关注我省民主法治建设，关心支持人

大机关各项工作，积极为河南的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林晓同志在 80 年的革命生涯

中，经受了战争年代和艰苦环境的

考验，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

业忠心耿耿，为党和人民贡献了毕

生精力。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博览

群书，有才有识，注重理论联系实

际，具有探索创新精神。他立场坚

定，旗帜鲜明，拥护党中央的一系列

重大决策，始终在政治上、思想上、

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

工作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坚持原

则，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从善如流，

善于团结同志。他光明磊落，一身

正气，艰苦朴素，为政清廉，严于律

己，宽以待人，关心爱护干部，严格

要求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

林晓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

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无私

奉献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不

懈奋斗的一生。③4

林晓同志生平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光影40年

右图 1991 年，豫光
二期扩建工程建成，铅生
产能力大大提高。

“中国铅工业博物馆”的跨越发展
□本报记者 王铮 摄影报道

1957年，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济源综合冶
炼厂诞生。作为我国铅冶炼行业的领军企业，豫光金铅提出“绿色
冶炼、环保发展”的理念，历经烧结锅、烧结机、富氧底吹熔炼—鼓风
炉还原、液态高铅渣直接还原等四次工艺变革，先后引领了我国铅
冶炼史上的三次革命性升级，被誉为“中国铅工业博物馆”。⑨3

（上接第一版）
林晓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战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
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
的一生。林晓是我省德高望重的老领
导、老同志，他的品格和风范，得到了
我省广大干部群众的高度赞誉。我们
要学习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学习他作
风正派、为政清廉、严于律己的高尚品

德，学习他求真务实、兢兢业业、埋头
苦干的优良作风。让我们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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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

“两个坚决维护”，努力谱写新时代中
原更加出彩新篇章，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不懈奋斗！③5

林晓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在郑州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0月 8日
下午，省公安厅召开党委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
志在河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和省委
省政府主要领导讲话要求，研究贯彻
落实意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舒
庆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全省公安机关要在增
强“四个意识”上落地见效，主动与党
中央的决策部署、公安部的工作安排
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对标对

表，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
领导、全面领导。要在提升反恐维稳
水平上落地见效，认真总结推广“南
阳经验”，充分发动和依靠各族群众，
共同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会议强调，要以智慧公安为牵引，
认真学习“枫桥经验”，大力推进“一村
一警”工作和战斗力倍增计划。要持
续深化公安队伍建设，认真落实暖警
惠警措施，扎实推进高质量公安建设，
争当出彩河南公安人。③5

深化公安队伍建设 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上图 豫光金铅自主研
发的“豫光炼铅法”已达到
世界领先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