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外派劳务

23204人次

对外承包工程及劳务合作

新签合同额为31.73亿美元

同比增长21.6%

制图/单莉伟

最近，省委作出决定，号召

向张玉滚同志学习。学习张玉

滚，最基本就是要做到爱岗敬

业、守土有责。岗位是个人与

社会的交接点，从岗位出发，才

能让个人才能与社会需要同频

共振，发挥出最大效能。

看看张玉滚是怎样守职尽责的：他像螺丝钉

一样钉在岗位上，靠一根扁担把书本、文具挑到

山里；工资微薄，他却资助了 300 多名贫困儿童；

他上山撬石头，下河挖沙石，尽其所能翻新校舍；

当年缺教师，他就刻苦钻研，语文、数学、英语等

样样拿下，提升教学质量，让一批批学生从这里

起步，成长成材……不能只是给生命以时间，还

要给时间以生命，生命要有功业的刻度，才不算

虚度春秋。

应该说，大多数党员干部都是在平凡的岗位

上，都要做好党和人民事业的螺丝钉，把分内的

事做好就是担当，让工作得到群众认可就是出

彩。像张玉滚同志那样，“愿做十八弯山路上的

明月，照亮孩子走出大山的路”，坚守本职，争先

创优，就是在做出彩河南人。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张玉滚正赶着在上

冻前建好图书馆，我们也不妨在这一年将尽的时

候，清一清、算一算，岗位职责履行得怎样？目标

任务完成得怎样？心中有数，才能既补缺堵漏又

锦上添花，奋力向前，确保实现全年目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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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11 月 22
日，省委书记王国生在郑州会见来豫
考察访问的以塞内加尔驻华大使马马
杜·恩迪亚耶为团长的非洲国家驻华
使节代表团一行。

王国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中非
合作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秘书处
组织非洲国家驻华使节来豫考察表示
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河南省情和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9月，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办，习近平
主席发表了题为《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
发展》的重要讲话，为中非合作开辟了
新篇章，为国际合作带来了新气象。
河南正大步融入世界经济循环，全面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建设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等开放平台，
着力打造空中、陆上、网上、海上“丝绸
之路”，努力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河南
高度重视发展与非洲人民的友谊，积
极参与国家援非医疗项目和联合国非
洲地区维稳工作，积极开展与非洲的
务实合作。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我
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讲话精神，坚定不移地持
续深化对外开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为开展国际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
积极推动河南对非交流合作。希望诸
位使节继续关注河南，充分发挥好桥
梁和纽带作用，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

体的大框架内，把豫非合作推向一个
新的高度。

马马杜·恩迪亚耶代表非洲国家
驻华使节对王国生的会见表示感谢。
他说，河南历史悠久，在这里可以领略
中华民族光辉的历史、感受到古老文
明的创造精神，还能看到改革开放的
巨大成就和勃勃生机。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为加强非洲各国与地方合作
提供了诸多机遇，愿意通过此次考察，
加深对河南的了解，落实峰会达成的
各项共识，推动与河南的合作，实现互
惠共赢。

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省领导
马懿、穆为民、何金平参加会见。③8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碰撞出
一段段千古传诵的友谊佳话，
结下绵延不绝的深厚情缘

□本报记者 李宜鹏 曹萍

先生者，医学泰斗张效房。今年
99岁，仍然在为师、为医的第一线。每
周二坐诊，周四查房，周一、三、五到郑
大一附院的《中华眼外伤职业眼病》杂
志编辑部上班。

深秋山乡行

10月 21日，地处伏牛山深处的卢
氏县官道口镇已略有凉意，河南省复
明行动·中国流动眼科手术车启动仪
式在这里举行。99岁的张效房大病初
愈，也来到了现场，为河南复明行动

“站台”。
张效房指着“复明 16 号”流动眼

科手术车说：“这辆手术车，实际就是
一所流动的眼科医院，在车上就能做
手术。我相信，这台手术车让百姓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先进技术和设备，达
到复明效果。”

当天，在眼科手术车上，3位白内
障患者和6位翼状胬肉病人做了手术。

这样为老百姓造福的事业，张效
房一生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新中国刚成立时，卫生条件差，开
封等地的沙眼患病率几乎百分之百。
张效房领着一群眼科医生下乡搞沙眼
防治，风餐露宿，为全国的沙眼防治作
出示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劳动者眼外伤
开始频发。张效房钻研出了一系列安全
有效的眼内异物摘出法，在全国推广。

改革开放后，慢性病高发，白内障
成为致盲首因。传统术式不易在基层
推广，张效房潜心研究出手法小切口
术式，至今仍在应用。

有个统计，从 1972 年至今，张效
房在全国 100 多座城市办过学习班，
作过 200 多场次学术报告或学术表
演，跟随多支医疗队送医上门。

为资助眼科医学研究，张效房捐
款 100多万元，成立“张效房医学学术
基金”。

1945年从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毕
业后，73年来，张效房一直在眼科医学
界为医、为师，作出了卓越贡献。“眼内
异物定位和摘出”和“小切口非超声乳
化白内障摘除术”享誉世界，造福数百
万病人。

获得11次掌声的演讲

9 月 30 日，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建院 9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年纪
比建院历史还长的张效房成了全场的
焦点。他西装革履，精神矍铄，短短10
分钟的演讲，语气铿锵、诙谐幽默，现
场响起11次掌声。

讲到应人民卫生出版社要求，出版
《张效房眼外伤学》一书，他说：“我现在
每天没有 2点前睡觉的。哦，也有例
外，昨天我是1点 45分睡觉的，因为我
要保持今天的精力。有人说，你大病刚
好，还没有恢复，这样不行啊，你睡觉少
等于慢性自杀啊，你最少少活两年啊。
我说我少活多少年都没关系，我已经活
了99年了，还在乎这两年吗?只要把这
本书编起来，交出一个合格的稿子，我

少活多少年都没关系。”
张效房的话豁达、开朗，骨子里是

他对学术、对事业的认真与负责。
1978年，张效房等人白手起家，创

办《中华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经过
40年的发展，该杂志成为国家级核心
期刊。随着年岁渐长，他的主要精力
也放在杂志的编审上。下班回家，他
总是手提一个装论文的白色布袋子，
晚上修改论文，经常到凌晨2点。

改一篇稿子，短则需要一两个小
时，长则六七个小时。在扶持眼科新
生力量方面，张效房一直都非常有耐
心。“有的文章，我在上边写的字数跟
作者写的都差不多了。”张效房笑道。

从医，张效房救人无数，被誉为“光
明使者不老松”。育人，张效房桃李遍
天下。2016 年 3 月 13 日，央视 2015

“寻找最美医生”大型公益活动评选揭
晓，张效房荣获“十大最美医生”称号。
颁奖台上，由时年 70岁的大弟子张金
嵩和26岁的研究生付淑颖共同为老师
颁奖，一时传为佳话。

2016年 3月 28日，2013年度“十
大感动中国人物胡佩兰诞辰 100周年
的纪念活动”在郑州市建中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举行。在这里，胡佩兰坐
诊 20多年，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是

“病人看完了，回家吧”。
张效房来到活动现场，在高他一

级的大学师姐胡佩兰像前久久站立;
“最美医生”向感动全中国的医

生，深鞠一躬——
“她的事迹对我一直是鼓励，是鞭

策。这种精神感动中国每一个人，也感
动我自己。我永远向佩兰老大姐学习！”

“永远为病人服务!”99 岁的张效
房，践行着自己的誓言。③4

（图/王伟宾）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按照中央
和省委要求，省政协党组 11 月 22 日
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深入学习中共
中央办公厅《关于陕西省委、西安市
委在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
题上严重违反政治纪律以及开展违
建别墅专项整治情况的通报》，学习

省委常委会专题民主生活会精神和
省委办公厅通知要求，认真对照查
摆，制定整改措施，推动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落地落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刘
伟主持会议。

会上，刘伟、钱国玉、谢玉安、刘炯

天、王树山逐一发言，对照反思，查摆
问题，明确方向。大家一致认为，党中
央严肃查处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
墅问题，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严
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深入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体
现了我们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解决
环境突出问题的鲜明态度和责任担
当。这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
地位和领袖权威的具体要求，是严格
落实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再次强
调，是认真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重要举措，是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的具体体现，（下转第二版）

争做
河南人

省政协党组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强化核心意识 严守政治纪律
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11月 22
日，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今年 1—
10月，全省对外承包工程及劳务合
作新签合同额为 31.73 亿美元，同
比增长21.6%；协议投资金额20.8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86%。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
同 额 为 10.49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52.7%，项目主要分布在沙特阿拉
伯、越南、印尼等国。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新
签对外承包工程中，大项目和重点
企业成为我省企业“走出去”的重
要支撑。全省新签对外承包工程
合同额 1000 万美元以上项目 51
个，新签合同额 28.49亿美元，占全
省新签合同总额的 89.8%，项目主
要为交通运输建设、矿产开发、工
业建设及电力工程建设等。

今年 1—10月，全省新签合同
额排名前五位的企业分别是：中铁
七局、中石化华北石油工程有限公
司、河南国际、中地海外水电、中国
电建河南工程有限公司。这5家企
业合计新签合同额 23.82 亿美元，
占全省新签合同总额的75.1%。

今年 1—10 月，全省外派劳务
23204人次，通过省内外派劳务企业
派出19724人次，占全省派出总人数
的85%。③5

本报讯（记者 樊霞）11月 22
日，来自省财政厅的统计信息显
示，今年1—10月，纳入财政部门
企业经济效益月报统计范围的全
省企业运行良好，工业企业利润
继 续 保 持 较 快 增 长 ，增 幅 达
14.3%。

数据显示，全省企业 1—10
月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 22337.1
亿元，同比增长 16.7%；实现利润
880.3 亿元，同比增长 0.9%。其
中，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总收入
18040亿元，同比增长 17.6%；实
现 利 润 570.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3%。

1—10月，全省 14个工业行
业营业总收入均保持增长态势。
营业总收入规模排前五位的工业
行业分别是煤炭、电子、有色金
属、机械和电力。除由亏转盈的
石油和石化行业外，利润增长排
前五位的工业行业分别是钢铁、
化工、纺织、建材和机械。符合产
业转型升级方向的高成长性制造
业收入增长 24.1%、利润同比增
长 11.6%；随着传统产业产品结
构升级、高附加值产品增多，传统
支柱产业改造升级效果明显，收
入 增 长 13.9%、利 润 同 比 增 长
30%。③5

王国生会见非洲国家驻华使节代表团

我省前10个月

工业企业利润增幅达14.3%
对外协议投资增长超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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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1 日，河南省今
冬明春森林航空消防开航演
练在洛阳市栾川县举行。

我省拟使用 3架直升机
开展航空护林飞行，主要任
务是飞机洒水灭火、火场侦
察、按照要求开展抢险救灾
等救援任务。图为直升机开
航起飞。⑨6 梅占国 刘清
忠 摄

航空护林
绿满中原

携手踏上开放合作共同发展的阳光大道
——习近平主席对巴新、文莱、菲律宾进行国

事访问并同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纪实

开放合作、共同发展的时代大
潮不可阻挡，同舟共济、命运
与共的时代大潮不可阻挡

在探索现代化、建设现代化新征
程上，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目标
更相通、利益更相融、心灵更相近

先生今年九十九

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总收入

18040亿元，同比增长 17.6%

实现利润570.3亿元

同比增长 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