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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开幕还有17天

距离

迎民族盛会 庆70华诞

· 本报讯（记者 屈芳）8 月 20 日，省长陈
润儿主持召开全省经济工作座谈会，强调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聚精会神谋发展、科学统筹抓重点、勇
于担当解难题，扎扎实实把自己的事情做
好，确保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持续稳定向好。

会上，17个省辖市和济源市政府主要负
责同志逐一发言，就前 7个月经济运行和下
步打算作了汇报。陈润儿不时询问点评，与
大家深入交流，要求与会省直部门积极回应
关切，帮助解决发展中的“难点”“堵点”。

座谈中，陈润儿肯定今年以来全省经济
发展的良好态势，指出主要指标高于全国、
好于预期，同时强调，一些地方尚存在谋发
展、抓经济精力不够集中、重点不够突出、作
风不够过硬的问题。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外
部环境更趋严峻复杂，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
大，一些风险隐患集聚增加，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艰巨。

“要聚精会神谋发展，集中精力抓经
济。”陈润儿指出，各地要结合即将在市县全
面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切
实把主题教育迸发的激情引导到发展上来、
增添的动力汇集到发展上来、整治的成效体
现到发展上来，努力实现“三个高于”“三个
同步”的发展目标。

他进一步提出，要站位全局观大势、科
学统筹抓重点，着重抓好着力稳增长、有效
防风险、突出调结构、坚持扩开放、持续治污
染、切实保民生等六个方面工作。要勇于担
当解难题、扑下身子抓落实，对照目标查短
板、对照问题找对策、对照清单抓落实。在
做好经济工作的同时，统筹抓好“防风险、除
隐患、保平安、迎大庆”攻坚行动、违建别墅
清理整治、农村教师住房建设等工作，努力
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黄强、舒庆、徐光、戴柏华、何金平、刘伟
参加座谈。③5

本报讯（记者 屈芳）8月 21日，省
长陈润儿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讨论在全省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和
大力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

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南省职业技
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 年）》。
按照方案，全省将大规模开展职业技
能提升培训，到 2021 年完成各类职
业培训 1000 万人次以上。会议指
出，对劳动者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是
加快结构调整的基础、促进转型升级

的关键、扩大社会就业的途径，要进
一步提升认识，将这项工作抓紧抓
好。要落实政策，与有关脱贫攻坚、
返乡创业等政策做好衔接，以政策引
导带动职业技能提升。要突出重点，
着力抓好下岗职工、退役军人、贫困
家庭等重点人群的技能培训。要形
成合力，将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作为重
要民生工程，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统
筹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技能人
才支撑。

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南省煤矿智
能化建设实施方案》。会议指出，河南
作为全国重要产煤省份之一，推进煤
矿智能化建设对于消除安全生产隐
患、促进产业技术升级、降低采煤生产
成本十分必要。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着眼
做好煤炭工业“转型”“提质”文章，坚
持标准，强化顶层设计、切实依规办
事；试点先行，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统
筹规划、分步实施；加快推进，按照

《实施方案》目标任务坚持技术优化，
实现减水平、减头面、减人员的目标。
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这条红线，坚决
把单班作业超千人矿井的科技减人工
作落实到位，通过智能化建设加速减
人提效，推动煤矿安全、高效、绿色发
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副省

长舒庆、徐光、何金平、武国定、刘伟，
秘书长朱焕然出席会议。③9

□夏远望

医 不 自 治 ，指 医

生不给自己和家人治

病。西汉名医淳于意

为 父 亲 治 病 ，迟 迟 不

见效，一日有事外出，托徒弟依方抓

药，徒弟发现其中一味药用量偏小，以

为老师疏忽，不假思索加到应有剂量，

结果淳父服药后效果出奇地好。原来

这味药有剧毒，而病人是自己父亲，淳

于意思忖再三不敢给足剂量。因为病

在自己或家人身上，诊断时容易掺杂

额外顾虑，成为一些医者的心理桎梏。

专题民主生活会，是一次政治体

检，一场治病排毒。这个过程中，每个

党员干部都是自己和身边同志的“医

生”。如果陷入“医不自治”的桎梏，怕

得罪人，不敢对他人“开良方”，有虚荣

心，不愿对自己“下猛药”，搞“一团和

气”、当老好人，就难以达到“体检”“治

病”的目的。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

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找差距、

抓落实，打不得半点折扣，来不得半点

马虎，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药量”下

足，该红脸就红脸，该出汗就出汗，该排

毒就排毒，真点问题、点真问题，闻过则

喜、知过不讳，才能开好民主生活会，将

主题教育推向深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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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润儿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讨论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和大力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

跳出“医不自治”的桎梏今日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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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察越有“泥土味”
乡村振兴步伐就越快

——我省市县巡察向村
（社区）党组织延伸调查（下）

□本报记者 李虎成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魏国武

在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连心公司”）企
业文化展厅的展柜里，珍藏着一个看
上去平平无奇的旧篮子，与高档大气
的装潢有点“不搭”。但心连心人说，
那是建厂时全县人民卖鸡蛋捐资建厂
的见证。

50年前，当时的新乡县财政收入
微薄，要建成一个总投资 320 多万元
的化肥厂，难于上青天。乡亲们用颤
抖的双手，捧着好几次卖鸡蛋才攒的5
元钱、10元钱、20元钱，踊跃地捐出来
支援化肥厂建设。

说到这个情节，心连心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刘兴旭动了真情、湿了眼
眶：“老一辈用全县父老乡亲从牙缝里
省出的‘口粮钱’，才建成了一条年产
3000吨合成氨的小氮肥厂，才有了今
天的心连心。乡亲们的这份恩情，我
们矢志不忘！”

从建厂那一天起，心连心公司就
把对百姓的感恩牢记心头，发誓要让
可敬可爱的乡亲们用上最好的化肥，
等到企业发展壮大有了实力，还要进
一步回馈社会，在社会公益活动中勇
当先锋。

50年来，心连心公司说到做到，积
极承担社会责任，用真情谱写了一曲
又一曲回馈社会的动人乐章。

社会责任勇担当

2018 年 8月，新乡县 500 余万元
大病救助基金正式启用。有了大病救
助基金，贫困群众最多只拿 3000 元，
就 能 治 疗 白 血 病 、尿 毒 症 等“ 大
病”——这 500多万元善款，来自全县
20余家民营企业，而其中心连心公司
独占100万元。

“掏钱给群众办好事，心连心向来
义不容辞。”心连心公司工会主席炎灿
炬说。

每到施肥季，心连心公司都会专
门拨出一批“爱心化肥”，以成本价供
应给周边农村，几十年来让利 500 多

万元，让广大农民得到了实惠。
进入21世纪，每到9月开学季，心

连心公司都要对新乡县一中等近10所
学校捐资捐物，目前累计捐赠近200万
元，有力支持了新乡县教育事业的发展。

2005年，心连心公司看到附近村
庄的一座老桥年久失修不堪重负，在
征得群众同意后，就组织人员拆掉并
修建了一座坚固美观的新桥，受到了
当地群众的交口称赞，还把这座桥亲
切地称为“连心桥”。随后，又有了“连
心闸”“连心路”“连心渠”。

2016年 7月，心连心公司投入资
金5万元，为朗公庙镇东荆楼村清理垃
圾及杂土、学校地面垫高、休闲广场地
面垫高 9300多立方米，让荆楼村面貌

焕然一新。
2017年，心连心公司向新乡县帮

扶中心送温暖献爱心，捐款10万元。
2018年 2月，向建档立卡贫困户

捐赠“爱心包裹”120套，每套包括羽绒
被、床上用品四件套、枕芯2个。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采用金融扶
贫的模式帮扶贫困户 220户，自 2018
年 1月起，每月 20日左右将 250元补
助款打入贫困户账户……

对企业困难职工，心连心公司也
主动承担责任，除了每年定期慰问，还
对身患重病的困难职工积极开展救助
活动。

心连心的爱心，不局限于企业员
工和驻地群众。

在全省“春蕾计划”活动中，心连
心公司职工捐款总额达 50余万元，受
到了省政府的表彰。

2008年汶川地震，心连心公司累
计为灾区捐款 225万元，被授予“全国
工商联抗震救灾先进集体”。

2010年玉树地震，心连心公司捐
款 100 万元，给灾区群众送去了来自
河南的温暖。

2017年，心连心公司为河北省藁
城县贾市庄镇马邱部分村民送去价值
近万元的化肥；向暴雨袭击的灾区湖
南省湘乡市月山镇等地捐赠优质化肥
20吨；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西
五工村贫困农户赠送爱心化肥40吨。

（下转第六版）

心连心50年：一腔真情馈社会
——心连心筑梦辉煌系列报道之四

□本报记者 徐建勋 李林 王延辉

盼望着，盼望着，一场全国规
模 最 大 的 民 族 体 育 盛 会 就 要 来
了。

8月 20日，距第十一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倒计
时 19 天，盛会筹备进入了争分夺
秒的收尾阶段。当天上午，郑州
举行了开幕式安保全要素演练，
各项筹备工作井然有序；待至夜
幕四合，郑东新区千玺广场“盛世
如意”光影秀精彩上演，点亮郑州
夜空。

已有 66 年历史的全国性综合
运动会在中原搭建起了展示民族魅
力的闪亮舞台。

盛会临近，群情激昂。
“民族的大团结，你我的运动

会”。如今，在郑州，不同领域、各个
阶层，不分男女、无论长幼，全民参
与，以人人都是城市代言人、个个都
是文明宣传员的热情投身其中，为
盛会圆满举办尽情释放能量、倾心
贡献力量。

期盼盛会
欢迎亲人“回家”

烈日当空，登封塔沟武校训练
场内，4000多名英姿飒爽的小伙子
挥汗如雨，正在为第十一届全国民
族运动会开闭幕式反复排练。

“我们累并快乐着，只想为这场
盛会拿出最好的表演！”16岁的熊林
峰说。

“全国民族运动会是各族同胞
相互交流的重要平台，这项赛事首
次在我国中部省份举办，届时近万
名来自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运动健儿
将齐聚中原一展风采，我们已为盛
会精心准备了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

‘大餐’。”大赛执委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凸显鲜明的文化元素，本届全
国民族运动会开闭幕式上有 16 个
节目将由塔沟武校的队员们担纲。

传统体育被誉为民族文化的
“活化石”。1953 年第一届全国民
族运动会上，参赛者只有十多个民
族的395人，（下转第七版）

□本报记者 宋华茹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7月 15日，从“河南大道”拐弯上
328国道，随处可见挖掘机、线路管。

“邓州孟楼这两年发展很快，我们不
能慢，也不敢慢！我们正在对 328国
道南北两旁的环形道路进行改造、绿
化亮化，为活跃商贸打好基础。”在整
修中的老河口市孟楼镇政府办公楼
二楼，该镇副镇长李博介绍。

而在邓州市孟楼镇政府，办公楼
楼顶“建好孟楼，增辉河南”八个红色
大字格外醒目。“上世纪 90年代初，
河南孟楼因思想不解放、政策保守，
发展落后于湖北孟楼。《经济日报》报
道一出来，邓州孟楼倍感压力，迎头
赶上去，成为悬在历任镇领导头上的
一把‘利剑’。”邓州市孟楼镇党委书
记李爽说。

“‘三农’问题的破局依靠农业产
业化，而要实现农业产业化、城乡一
体化发展，就要盘活土地这个最大的
资源。我们必须抓住机遇，搭上新一
轮农村改革的‘快车’。”2016年春、夏
之际，时任邓州市委主要领导三下孟
楼，召开市、镇、村干部和群众代表座
谈会，带领孟楼镇干群逐句研读习近
平总书记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

村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邓州市委常委会果断决策：以孟

楼为试点实施“三权分置”改革，即农
村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农民拥
有土地的承包权，农民可依法依规流
转承包地，转让土地经营权。然后，
以此为抓手，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
营，壮大集体经济，走集约化专业化
发展之路，破解传统农业发展困局，
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色。

2016年8月初，邓州孟楼“三权分
置”改革正式启动。从当年 9月初到
10月上旬，全镇签订流转合同 5966
份，占全镇总户数的 98%，流转土地
5.7万亩。35家新型经营主体齐聚孟

楼镇，种植杂交小麦、高粱、艾草，进行
稻虾混养，5.7万亩土地生机勃勃。

改革一招活全局。2016年河南
孟楼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770元，
2018年该数字提高到15448元，基本
追平此前遥遥领先的湖北孟楼。

邓州孟楼改革的“大动静”激荡
着湖北近邻。2017年 10月、2019年
4月，老河口市归属的襄阳市委有关
负责同志先后两次带队到邓州孟楼
考察取经。

豫鄂孟楼两相比较的紧迫感倒
逼老河口孟楼镇积极行动。

老河口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
书记、孟楼镇党委书记王岩和党政一

班人取经调研，形成清晰的思路：新
发展时期，区域经济应遵循既有差异
又有互补的原则，既友好竞争又整合
融合将是两个孟楼长期的发展态
势。河南孟楼靠改革破瓶颈，湖北孟
楼则要紧紧抓住产业兴乡村。

两个孟楼你追我赶。
7月 24日下午，邓州孟楼社区的

王旭辉招呼着十来个村民在本社区
的高粱地里剔苗除杂。王旭辉算是

“劳务介绍人”，她说，现在年轻人都
去工厂、超市就业，上年纪的地里干
活虽说辛苦，一年下来也能挣个万
把块，还是挺满意。

“土地流转出去后，能不能持续
经营好最重要。我们现在的主要任
务，一是服务好群众，再是服务好经
营大户。”李爽介绍，为了服务经营主
体，孟楼镇成立了白楼农业科技服务
公司、遥迪农机合作社、善行农机合
作社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完善了
劳务服务公司、保洁公司的运行机
制，初步形成覆盖产前、产中、产后的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作为基层干部，周云俊更自豪于
家乡面貌的变化。

孟楼社区“河南大道”是镇政府
所在地。去年，镇里全面改造了这条
1.5公里长的路。（下转第七版）

从你追我赶到互融共赢
——河南湖北两个孟楼比出改革发展新境界

喜迎民族盛会 拥抱美好未来

一个孟楼，两个地方。繁忙

的 328国道豫鄂交接段，东北向

是河南省邓州市孟楼镇，西南向

是湖北省老河口市孟楼镇，两个

省相邻乡镇同用一个名字，在全

国独此一例。两个孟楼地界犬牙

交错、人脉相通相亲。上世纪90

年代，《经济日报》的报道《从孟楼

到孟楼》，让两个籍籍无名的小镇

一下成为高光地带。河南孟楼认

识到差距，决心大力改革。两个

孟楼你追我赶，明争暗赛。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唇齿相

依的两个孟楼抓住政策机遇，从相

互“较劲”到一起“使劲”，在乡村振

兴的道路上携手奋进。时隔 27

年，本报记者再次来到两个孟楼探

访，从中感知乡村振兴的脉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