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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封第36届菊花文化节
2018年 10月 18日至11月 18日举行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10 月 18
日，省委书记王国生主持召开省委统
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重要
论述和重要批示精神，研究部署进一
步做好我省宗教工作。喻红秋、孙守
刚、戴柏华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中央统战部有关专题会议
精神，通报分析全省宗教工作自查情况，

审议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领导的考核
办法和工作规则。与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
人联系思想实际、河南省情和各自职责，
围绕做好宗教工作，畅谈学习体会和认
识，分析问题、研究对策，提出意见建议。

王国生指出，做好宗教工作十分重
要。要进一步加深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批示精神的
学习理解，把握精髓要义，增强“四个意

识”，落实“两个维护”，坚持治标治本相
结合，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宗教
工作的部署要求。要深刻理解我国宗教
工作的指导思想，加强对新修订的《宗教
事务条例》和涉及宗教事务的其他法律
法规的学习，正确认识我省宗教工作的
基本省情，把握规律、形成合力，不断提
高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能力。要加强党
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增强责任感、使命

感，认真梳理本地本部门本单位的问题，
找准症结、补齐短板，通过富有感情、耐
心细致的工作，巩固扩大现有成果，全
面提升宗教工作水平。要持续抓好中
央巡视整改落实，聚焦重点抓整改，压
实责任抓整改，把握政策抓整改，从严
从实抓整改。要综合施策，讲究方法，
善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动我
省宗教工作迈上新台阶。③9

现代郑州，因交通而生，因交通而
兴。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年来，郑州
大力发挥区位交通优势，持续优化产
业结构，加快推进城镇化，从内陆腹地
变身开放高地，迈上了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新征程。

“新丝路”通世界 形成
国际综合枢纽

前不久，俄罗斯空桥航空公司的
一架航班缓缓落地，来自巴西的 66头
长颈鹿顺利抵达郑州机场。就活体动
物来说，郑州机场还负责运输过北极
熊、羊驼、种猪、小矮马等，它们分别来
自俄罗斯、智利、加拿大、法国等国家。

这是郑州发展国际综合枢纽的一
个缩影。郑州曾是全国“铁路十字路

口”，近年来紧抓“一带一路”有利时
机，构建空中、陆上、网上三条“新丝
路”，逐步向国际性综合枢纽升级。

“空中丝路”越飞越广。郑州机场
已基本形成横跨欧亚美三大经济区、
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航线网络。
2017 年郑州机场货邮吞吐量突破 50
万吨，居全国第7位，跻身全球50强。

“陆上丝路”越开越密。中欧班列
（郑州）已开行 5周年，实现了从每月 1
班到每周 8班的大提升。货源地遍布

欧盟和俄罗斯及中亚地区 24 个国家
126个城市，境内合作伙伴达 2100多
家，境外合作伙伴达780多家。

“网上丝路”发展迅猛。郑州跨境
电商通关能力实现50单/秒，日峰值处
理能力可达 500 万单。截至目前，河
南保税物流中心跨境电商进出口单量
累计达2.41亿多单、全国占比达30%，
累计交易额达 340亿元、贡献税收 37
亿元。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10 月 16
日至 18日，省政协主席刘伟到商丘、
濮阳调研，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省委十届六
次全会部署，坚持新发展理念，解放
思想、提升站位、明确方向、务实重
干，积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

在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电子
产业园，刘伟详细了解企业入驻和生
产经营情况，鼓励他们营造良好环境，
继续做好园区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

吸引更多竞争力强的企业落户园区，
打造产业集群，形成聚集示范效应，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在虞城县，刘伟到河南金豆子食
品有限公司、科迪乳业、乔治白服饰等
企业考察，与公司负责人一起谈创新、
话发展。他强调，食品安全是食品企
业的生命线，要以严格的制度和工作
流程确保产品质量，塑造维护产品品
牌，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

刘伟到河南丰利石化有限公司、
濮阳市盛通聚源新材料有限公司调
研，看项目、问经营，（下转第二版）

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全体会议

牢牢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提高依法做好宗教工作的能力水平

变身开放高地 迈向“中心城市”
——郑州改革开放发展变化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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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在商丘、濮阳调研时强调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乡医学院

办好高等医学教育 助力“出彩河南”建设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崔静

近期，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以下简称“NSFC”）评审结果揭晓，
新 乡 医 学 院 共 获 各 类 项 目 资 助 46
个，立项总数在全国独立设置医学院
类院校中排名第一、位居河南省高校
排行榜第 7 位，保持了 NSFC 项目年
获批总数连续 10 年持续增长的良好
势头。尤其是自该校第二次党代会
胜利召开以来的五年中，该校 NSFC

获立项总数逐年增长，在全国高校排
名中由 2013 年的 415 位提升到 2018
年的 214 位；获经费支持由 2013 年
的 867万元提升到 2018年的 1920 万
元。NSFC 立项的优异表现，也是近
年来新乡医学院长期坚持以科技创
新为引领的发展思路的标志性成果
之一，为学校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
保障。

作为全省唯一一所独立建制的西
医本科院校，自该校第二次党代会胜利
召开以来，学校领导班子以党建促发

展，紧紧抓住新时期带来的新机遇，主
动担当起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带领全
校教职工继往开来、砥砺前行，为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而不懈努力，全力以赴写好
河南高等医学教育的“奋进之笔”，为河
南更加出彩作出积极贡献，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学校
改革和发展。

用党的旗帜凝聚发展力量

在过去的五年里，（下转第二版）

10月16日，洛阳嵩县卧龙谷，漫山遍野的红叶绘出了一幅金秋美景图。⑨6 朱双福 摄漫山红叶绘秋景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百城百县百企调研行

□本报记者 芦瑞 宋敏

从卢氏县城向南来到横涧乡红岩村，抬眼望去重
重叠叠的远山次第延伸，不远处是正在建设中的蒙华
铁路，卢氏220千伏变电站就坐落在这里。

“长期以来，卢氏县都只有低电压等级的110千伏
线路长距离供电，线路损耗大，供电可靠性低。”10月
16日，河南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的闫海洋说，“为什么
迟迟没有建设220千伏电网？这和卢氏地广人稀多山
的自然条件和长期贫困的历史背景有关。”卢氏县“八
山一水一分田”，电网线路大多数穿越山间密林。

今时不同往日。9月底，作为我省电网脱贫攻坚
重点工程，卢氏220千伏输变电工程顺利投运，使卢氏
电网整体供电能力由 12万千瓦提升至 30万千瓦，为
卢氏经济发展和加快脱贫提供了强劲的电力支撑。

这个工程的投运结束了我省最后一个县域没有
220千伏电网的历史。至此，继实现 18个省辖市 500
千伏变电站全覆盖后，我省所有县域实现 220千伏变
电站全覆盖。

从缺电盼电到由电致富

从三门峡到卢氏的三淅高速旁，一条与之并行的
电缆也延伸至大山深处。

10月 16日，在卢氏县西南山区五里川镇南峪沟
村，贫困户赵富辰穿着胶鞋雨衣，站在自家的香菇大棚
里，将菌棒注水管连上电水泵。他边给香菇袋料注水
边告诉记者：“现在正是收获的时候，加点水还能再长
一茬。每天摘下来的香菇都有外地客商开车来拉呢。”

“以前的光景可没这么好。我们这儿太偏了，村里
通了电也就只够照明，一遇到刮风下雨就停电。”赵富
辰说，自己跟着乡亲们学种香菇，好不容易买来烘烤
机，只能用柴油发电，不仅成本高，而且作业慢，烤出的
香菇成色也不好，卖不上好价钱。

2016年，在驻村第一书记和扶贫队的帮助下，村里
很快开进了一队电力施工人员，他们在短短两个月内，改造高低压线路14公
里，村里的照明线路焕然一新。改造后，户均容量由0.78千伏安提高到3.28千
伏安，大幅提高供电可靠性，满足了村民正常生产用电需求。

“香菇种植的装袋和烘干环节最重要，对环境温度和点种时间段要求苛刻，
充足的电能是这些环节的最好保障。”南峪沟村驻村第一书记刘飞说，村里通了
动力电以后，不少村民就开始规模化种植香菇。去年赵富辰家种植的14000袋
香菇净收入就达4万余元，目前村里成规模的香菇种植户已有45家。

同样是种香菇，位于卢氏县产业集聚区的河南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刘四海对电力需求的感受更为深刻。“今年 6月份生产线刚投产时，用
的临时电，设备开动了，电力却不足，中央空调带不起来，动不动就断电，菌种
死了好几茬。”刘四海说，通风、制冷、光照、换水……哪个环节都离不开电，高
峰时园区一小时就要用 2000度电。“现在好了，供电公司给我们架设了 8000
千伏安容量的专线，下一步还要实现双回路供电。（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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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学桦

聚天下英才，建人才高地，谋发展
大计。焦作市“引才聚焦”人才政策发
布会暨全国第六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
高校毕业生焦作巡回招聘会启动仪式
将于 10 月 20 日在河南理工大学举
行。焦作市将发布“引才聚焦”人才政
策，力求“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乘
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焦
作已开启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
示范城市新征程，迎来了千载难逢的
发展机遇，期待各方英才来焦筑梦起
航、大展宏图、共谋伟业。

早在 2016 年 9 月，焦作市委、市
政府就印发了《关于引进培育创新创
业领军人才（团队）的意见》，并据此相
继出台了《引进培育创新创业领军人
才（团队）实施办法》《高层次人才认定
办法》《高层次人才住房保障办法》等6
个配套政策，以及《引进高层次急需紧
缺人才“绿色通道”暂行办法》《高层次

人才“一站式”服务暂行办法》等一系
列创新举措，初步形成了有焦作特色
的“1＋6”人才政策体系。今年 8月，
着眼当前发展需要，焦作市委、市政府
又研究出台了《关于实施“引才聚焦”
工程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
示范城市的若干意见（试行）》，对焦作
市人才政策体系进行全面升级，统称
为“引才聚焦”人才政策。

“引才聚焦”人才政策，四大特点

引人瞩目：
政策含金量高。从高层次人才

(团队)的产业化资金扶持、金融支持、
科技创新支持，到普通大中专院校毕
业生的就业、创业、安居生活等各方
面，均能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扶持。

惠及人才面广。政策既适用于高
层次人才，也惠及有潜力有后劲的青
年才俊。不唯“帽子”、不唯“头衔”，只
要学有所长、学有所成，都提供有相应
的激励举措和待遇保障。

体制机制灵活。打破传统体制机
制束缚，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市场化、社会
化的人才管理服务体系，为各类人才
松绑解扣，向用工单位简政放权，最大
限度释放人才活力。

着眼人才长远需求。“引才聚焦”
人才政策不盲目追求轰动效应、不简
单比拼财力支出，重在打造紧扣人才
长远需求的政策比较优势。

在给予人才较为优厚待遇的同时，

焦作更注重为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广
阔平台、开放包容的发展氛围、体贴入
微的服务体系，努力打造成为各类人才
干事创业、成就梦想的沃土。

“创新”成了人才政策提及最多的
字眼。

扶持创新创业项目、奖励科技自
主创新、提供创新创业平台，给政策，
给资金，给补贴，焦作招揽人才“真金
白银”绝不手软，各项奖励标准和支持
力度均创历史新高。其中创新创业领
军团队，可获得 100万元—5000万元
扶持资金，特别重大的科技项目实行

“一事一议”，最高可获得1亿元扶持。

“求贤若渴”成了人才政策最真

挚的心声。

抓人才就是谋未来，一座青年才
俊集聚的城市，必然充满活力、充满希
望。人才政策引导青年学子在焦就
业，降低毕业生就业门槛，提高入职薪
酬待遇，鼓励各类人才来焦落户，面向
青年才俊全面放开落户政策，并提供
相应的生活保障。

引才聚焦，既要引人来，也要留下

心。
针对“住房难”“住房贵”等人才现

实痛点，焦作市提供人才安居保障，以
最大诚意回应人才的最大关切；营造
人才“亲情”环境，积极创造条件提高
人才的归属感；提升人才荣誉感，让优
秀人才有荣誉、受尊重、得实惠，营造
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良好

环境；解除人才后顾之忧，为人才来焦
无忧就业创业提供了多方面的承诺和
保障。

自系列人才新政实施以来，焦作
市已经评审了两批创新创业人才，命
名表彰了41个创新创业人才（团队），
共拿出 5650万元资金对这些人才(团
队)的项目进行产业化扶持，产生了积
极效果。

其中，首批扶持的人才团队中，已
有3人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1人荣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焦作
市人才政策红利初步显现，升级后的

“引才聚焦”人才政策必将为焦作发展
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智力保障。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人才
是焦作强市之基、转型之要、活力之
源，我们不遗余力地为各类人才施展
才华、成就事业提供广阔舞台，为把焦
作市建成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示范
城市奉献更多智慧。”焦作市委主要负
责人表示。

静待稻菽千重浪 喜迎“英雄”下怀川
——写在焦作市“引才聚焦”人才政策发布会召开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