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柯杨

数千名观众含泪起立，掌声如潮

绵延不绝，这是 7 月 17 日，豫剧现代

戏《重 渡 沟》在 洛 阳 首 场 演 出 的 场

景。这掌声，献给为人民谋幸

福的乡镇干部马海明，也献给

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奋斗

终生的每一位共产党人。

“没有马海明，就没有俺

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在埋有

他骨灰的竹林中，在见证他旅游理念

的菩提树下，重渡沟人一次次念叨

着。豫西这小小的穷山沟，在这位有

眼光、有魄力、有拼劲的基层农村干

部带动下，竟“扑腾”出巨大的水花，

成了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样板。人

们从这个小角落的复苏，看到了伟大

中国动人心魄的发展历程。

初心不改，使命长存。现在，马

海 明 的 接 棒 人 对“ 幸 福 ”有 了 新 理

解。流水边、竹影下，民宿取代了农

家宾馆，女主人们走出厨房化上淡

妆，黄发垂髫怡然自乐。吃饱穿暖后

的重渡沟人，生活有了新奔头；通往

邻村的公路即将修成，发展旅游的规

划扩展到周边乡镇，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样板

村，一跃成了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战场的生力军。高擎鲜红

党旗的杨岳，丢下企业返乡创

业的段新宽，发展特色产业打

造美丽乡村的杨来法……处处美才

是美，大家富才是富，更多的“马海

明”，正在给“幸福”下一个个新定义，

那颗把人民放到最高位置的心，始终

坚强有力地跳动着。

死后也要用骨灰壮一棵竹子的

马海明，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现实

注解。清风拂来，无数翠竹婆娑歌

唱：为人民谋幸福，以奉献为幸福，把

奋斗当幸福。①1

我省城镇新增就业

71.64万人

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37.30万人

就业人数稳定增加

上半年全省生产总值

24203.80亿元

GDP同比增长

7.7%
服务业

占GDP的比重

46.0%

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

45.9%
高于工业

产业结构优化

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增长 10.1%
增速高于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

动能转换增强

我省年中经济成绩单

民生指标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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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 18日电 近日，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强调，县级以上地方人大设立常委
会，是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
个重要举措。40年来，地方人大及其常

委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履职尽责，开拓进取，为地
方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新形势新任务对人大
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地方人大及其
常委会要按照党中央关于人大工作的要

求，围绕地方党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
针的决策部署，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地
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更好助力经济社
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自觉接受同
级党委领导，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
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7月 18日，
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研
究推动我省主题教育如何进一步取得
实效。省委书记王国生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中央和国
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时的重要讲
话和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的重要要求，
提升标准、主动作为，注重实效、善作善
成，扎实推动我省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省委副书记喻红秋出席并讲话，省委常
委、组织部长孔昌生主持。

王国生听取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办公室综合组、联络组、专项整治
组、宣传组、巡回指导组等工作进展情
况汇报。大家总结梳理工作成效，查
找薄弱环节，提出提高工作质量的措
施办法。王国生说，我省主题教育有
序推进，在探索有效教育方式、管用有
效学习办法、知行合一实现形式等方
面取得明显成效，要进一步完善措施、
创新形式，引领推动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
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王国生强调，要始终围绕主题教
育的根本任务和总要求，把“四个迫切
需要”统一起来，把学习教育、调查研
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四项重点措施
贯穿全过程，做到有机融合、统筹推
进，在联系群众、锤炼党性、求实求效、
促进发展上下功夫。要坚持以上率
下，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要
善于发现、善于思考、善于总结，突出
重点、彰显特色，带动整体工作提升。
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探索解决问
题好办法好机制，把学习成效转化为

工作成果。要深入一线、深入基层，多
和教育主体接触，在精准指导上下功
夫。要抓好载体、重点突破，在加强基
层基础、推动乡村振兴等方面用真劲、
出实招。要硬起手腕抓好专项整治，
在真抓实改上下功夫，以真刀真枪解
决问题的实效增强主题教育效果。要
坚持目标导向，提高能力水平，推动主
题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成员以及
办公室和巡回指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出
席会议。③8

本报讯（记者 屈芳）7 月 18 日，省
长陈润儿为省政府系统党员干部作“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
勉励大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高举伟大思想旗
帜，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在中原更加出
彩中努力作谋发展、勇担当、重实干的
表率。

陈润儿指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回顾党走过的 98年历程，坚
守初心和使命，必须聚精会神谋发展。
发展是人民幸福之本、民族复兴之基、
国家富强之路，谋发展是党的基本理论
的形成基础、党的基本路线的集中体
现、党的基本方略的实践要求。要坚定
不移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不断顺应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着力破解谋划
发展意识不强、落实发展理念不够、领
导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贯彻发展思
想，树立发展理念，提高发展质量，不辱
发展使命。

陈润儿强调，要奋发作为勇担当。
他指出，勇担当考验党员干部政治信念
坚定不坚定、忠诚品格纯洁不纯洁、大局
意识过硬不过硬、为民情怀真挚不真
挚。要持续锤炼忠诚履职的品格，发扬
敢于斗争的精神，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
提高担当作为的能力，不断锻造担当的
宽肩膀、成事的真本领。

陈润儿要求，要身体力行重实干。
重实干是为官从政的本分，是成就事业
的基石，是人民群众的呼唤，也是时代赋
予的使命。要涵养科学求实的精神，坚
守肯干踏实的态度，弘扬勤勉务实的作
风，锻造狠抓落实的毅力。

陈润儿特别强调，政府部门党员领导
干部要以上率下，带头深入学习武装思
想、带头自觉做到“两个维护”、带头检视
自我开展批评、带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践行初心使命中作出表率、走在前列。

副省长徐光、何金平、刘伟、霍金花
出席，省政府各部门领导班子成员、省政
府机关青年学习研讨小组成员等近千人
参加党课。③9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7 月 18
日上午，省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九
次会议在郑州开幕。省政协主席刘
伟主持会议。省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孙守刚到会就有关人事事项草案
作说明。

会议首先审议通过了本次常委
会会议议程。会议认真学习中央和
河南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全国政协十三
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精神、全国地方
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精神、汪洋主
席在河南省视察政协工作时的讲话
精神、省委十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
精神，听取有关人事事项草案的说
明。

随后，会议举行学习讲座。全国
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中宣部原副部长王世明应邀作了专
题报告，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奋斗
精神的重要论述，从历史和文化的角
度进行了详细解读。

刘伟表示，王世明同志的专题
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对于大
家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做好本职工作有很大帮
助。希望大家持续加强理论学习、
提升政治站位，从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奋斗精神的重要论述中汲取力
量，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大力弘扬奋斗精神，持
续营造学的氛围、严的氛围、干的
氛围，使省政协的各项履职工作得
到全面提升。

省政协副主席钱国玉、李英杰、
龚立群、张亚忠、高体健、周春艳、张
震宇和秘书长王树山出席会议。住
豫全国政协委员、省辖市政协主席、
省政协机关厅级干部，省文明办、省
直文明办有关同志列席会议。下午，
与会人员围绕会议议题进行分组讨
论，就如何“加快工业转型升级和结
构调整”提出意见建议。③5

习近平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
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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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开幕
刘伟主持

王国生在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专题会上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
推动主题教育在取得实效上彰显特色

本报讯（记者 屈芳）7月 18日，省
长陈润儿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
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讨论研究《关于扶持新型研发机
构发展的若干政策》。

会议指出，2016年以来，省委省政
府大力推进“四个一批”建设，引进和
培育了一批背靠大院大所、面向经济
主战场的新型研发机构，有效弥补了
河南高端创新资源供给不足的短板，

但仍存在体量偏小、造血能力不足、
支持政策不完善等问题。加快扶持
新型研发机构发展，对汇聚科技创新
资源、带动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
平台融合、培育科技产业优势都有着
重要意义。

会议决定，突出抓好一批重大新
型研发机构的支持培育。要坚持遴
选标准，讲条件、重标准、看实效，成
立权威专班、听取专家意见。要施行
政策激励，通过开放平台、政策引导，

着力引进更多的新型研发机构扎根
中原，推动更多的研发机构优化重
整。要实行重点扶持，集中财力支持
那些综合性、高水平、切实对全省产
业发展具有支撑和引领作用的新型
研发机构。要加强项目管理，围绕重
大创新专项，采取“一院一策”“一事
一议”，在土地保障、税收优惠、职称
评审、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支持，促
进机构平台尽快提高创新能力，支撑
产业发展。在扶持新型研发机构的

同时还要注重树立“一盘棋”思想，处
理好“新”与“旧”的关系，统筹推动已
有研发机构功能的完善和创新支撑
作用的发挥，促进形成区域创新发展
合力。

会议听取了 2018 年度省级预算
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汇
报，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副省
长徐光、何金平、武国定、刘伟、霍金
花，秘书长朱焕然出席会议。③5

陈润儿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讨论研究《关于扶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若干政策》

本报讯（记者 樊霞）我省交出
上半年经济成绩单！省统计局7月
18日对外公布：经初步核算，上半
年全省生产总值 24203.80 亿元，
同比增长7.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4个百分点，全省经济延续了总
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上半年经济增速处于自去年
以来生产总值增速正常运行区间，
主要经济指标表现稳定好于预期，
结构趋优、动能转换增强、质效提
升，经济发展‘成色’足。”省统计局
综合处处长朱启明说。

经济保持平稳的同时，产业结
构不断优化。上半年，服务业占生
产总值的比重46.0%，对生产总值
增长的贡献率为 45.9%，高于工
业。投资结构不断改善，工业企业
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73.1%，服
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7%，包括生

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等短板领域投
资也在快速增长。

新产业表现抢眼，动能转换增
强，上半年，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增长10.1%，增速高于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财税金融总体平
稳，减税降费政策效应显现，上半
年，全省财政收入质量稳步提升，
税收收入增速回落，全省金融机构
人民币各项存贷款余额明显增长。

观察经济运行情况不仅要看
速度指标，还要看各项民生指标好
不好。上半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 2.2%，延续温和上涨态
势 ；全 省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1145.1 元，同比增长 8.6%，居民
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速；我省城镇
新增就业 71.64万人，新增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 37.30万人，就业人
数稳定增加。③5

上半年我省GDP增长7.7%

续写幸福的“马海明”

□本报记者 樊霞

和 4年前惊人地相似，7月 16日，
车刚驶入大山深处的重渡沟，雨就淅
淅沥沥地下了起来，抬眼望去，云雾缭
绕，山峦翠微。

4年前，河南日报和省纪委共同抽
调人员组成采访组，来到洛阳栾川的
重渡沟，寻找一个活在老百姓记忆中
的乡镇干部马海明。2015 年 6 月 29
日，河南日报头版头题刊发了长篇通
讯《他活在百姓的心坎上》，主人公马
海明带领群众历经千辛万苦，将昔日
的穷山沟变成国家4A级景区，被誉为
群众致富的“领头人”，后因车祸去世。

时隔 4年，作为当年采访组成员，
记者再次来到了重渡沟。

“我记得你，4年前来采访过马镇

长的事！”“你没咋变啊，我一眼就认出
你了”……当年的老朋友都在，大家热
烈地握手、寒暄，话多得说不完。

“省领导记着海明，你们这么多人
都记着海明，我从心底里感动啊！”马
海明的妻子关长荣紧紧拉着记者的
手，说着说着哭了，聊着聊着笑了。

关大姐说，马海明虽然离开 8 年
了，可好像还在身边。有次梦见他想吃
面条，刚急着要去做，一睁眼醒了。“有
时候想想就难受，他走得太早了。”一个
人、一本书、一座百姓心中的丰碑，这是
关长荣为丈夫的一生做的总结。

马海明是一名共产党员，写下一
本《情系重渡沟》的书，记录了当年开
发重渡沟的始末；仅仅做了一件事，老
百姓却把他看得很高很高，成了群众
心中的丰碑，这让关长荣非常感动。

随意坐在一户村民家的院子里，
关长荣含泪而笑。她的身边，53 岁
的村民李六珍早已泪流满面。从土
坯房换成瓦房再到现在的三层楼院
子，李六珍家跟着马海明一步一步走
上了富裕路：“前几年光租金每年都
有五六万元，家里人再出去找个活
儿，这好日子都是马镇长带给俺的，
俺咋会忘呢。”

马海明走了，马海明一直都在。
4年了，重渡沟变了很多：景区大

了，游人更多了；农耕村里的油磨坊、
酿酒坊的门前挂上了语音讲解提示
牌；小路两旁，时尚、独特的民宿格外
引人注目；村中央那棵千年菩提树枝
叶仿佛更繁茂了，红色的祈福带挂在
浓绿的树枝上。

不变的是，竹林苍翠，重渡沟到处

都有马海明的身影。在纪念园里、在
风波桥上、在菩提树下、在竹林旁边，
也在每个村民心里，更在风景区的赓
续发展中。

升级景区农家宾馆成民宿，没人
敢试，共产党员先带头。“海明哥当年
开发重渡沟，就是让共产党员先开农
家宾馆，群众看到效益再跟上。现在
重渡沟面临景区转型升级，我们还要
这样做。”在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党支
部书记、总经理刘海峰心中，重渡沟的
现在和未来都离不开“马海明精神”。

雨中，大片大片橙色的黄秋英肆意
盛开，浓浓的花香混着竹叶的清香，飘
在湿润的空气里。让乡村有乡村的样
子，让群众在自己的乡土上过着幸福的
日子，马海明生前一直为之奋斗的企盼
和目标，正在重渡沟变成现实。③9

再访重渡沟

来之不易的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