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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全省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会

议在洛阳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

书记叶青纯在会议上要求全省各

地$各部门要认清形势#统一思想#

把握发展方向# 突出工作重点#推

进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深入开

展#促进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政策

全面落实%

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连维

良参加会议#并介绍了洛阳市的经

验&会议由副省长秦玉海主持%

叶青纯指出#优化经济发展环

境是应对危机$促进科学发展的迫

切需要&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是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检验'讲党性修

养$树良好作风$促科学发展(教育

活动成果的具体体现&优化经济发

展环境是提高行政效能$推进服务

型政府建设的重要载体&优化经济

发展环境是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

设的内在要求%

叶青纯强调#当前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正处在实现新跨越$新崛起

的关键时期#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把优化经济发展

环境放在加快中原崛起的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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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高度 中原向导

推动科学发展 加快中原崛起

要闻版头题大赛

坚持科学发展
推进中原崛起

棉纺路历史的见证
)))郑州纺织业嬗变纪事!上"

!

本报记者 王泽远 张如铁

本报通讯员 梁建辉

本报讯 !记者宋华茹"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网络舆情# 把网

民留言办理工作作为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讲党性修养$ 树良好

作风$促科学发展(和学习弘扬焦

裕禄精神的具体举措%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 省委

副书记$ 省长郭庚茂就加强此项

工作作出批示#提出要求%

!

月
"#

日#省委$省政府召开

协调会# 就探索建立办理网民留

言工作长效机制进行研究部署 %

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李克出席

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秘书

长曹维新主持会议%

李克说# 网络的触角已经越

来越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我们的

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各项建设

事业中# 越来越多地发挥出了畅

通民意 $表达诉求 $舆论监督 $舆

论引导和参政议政的作用% 开展

网民留言办理工作#是省委$省政

府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的重大举措#是摆在各级党委$政

府面前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

题% 开展网民留言办理工作#既有

解决当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民生活突出问题的现实必要性 #

也有探索拓展民众有序参政议政

渠道的长远意义% 各级各部门要

精心组织 #周密部署 #明确任务 #

突出重点# 有条不紊地开展好这

项工作%

李克指出# 网民留言办理工

作运行良好$发展健康#就能够有

效地化解社会矛盾$ 有力地促进

各项工作&办理不扎实$经不起群

众检验#!下转第二版 "

本报讯 !记者刘亚辉 "

!

月

"'

日# 河南省驻外团建工作座谈

会在北京举行% 省委副书记陈全

国在讲话中强调#要认清新形势#

明确新思路#完善新机制#搭建新

平台#树立新形象#坚持党建带团

建# 凝聚力量促发展# 以应对挑

战$推动跨越$加快崛起的优异成

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0

周年和'五

四 ( 运动
$0

周年光辉节日的到

来%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贺军科出

席座谈会并讲话%

座谈会上#团河南省委负责同

志介绍了驻外团建工作情况#团河

南省委与团北京市委签订了豫籍

在京流动团员青年双向共管机制

协议#团北京市委$省政府驻北京

办事处$团信阳市委$团北京市宣

武区委$周口市驻京团工委$北京

外施企业团工委$信阳市驻京党工

委的负责同志作了发言#'感动中

国十大人物(洪战辉$见义勇为好

青年魏青刚$ 全国道德模范李高

峰$九江断桥拦车的救人英雄刘金

行等豫籍优秀青年代表参加座谈%

陈全国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

河南共青团工作% 他强调#要认清

新形势# 明确新思路# 完善新机

制 #搭建新平台 #树立新形象 #团

结凝聚起包括务工团员青年在内

的全省人民的力量和智慧# 进而

形成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推动跨

越式发展的强大合力%

!下转第二版 "

省委省政府部署建立
网民留言办理工作长效机制

陈全国在河南省驻外团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党建带团建
凝聚力量促发展

叶青纯在全省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会议上
要求把握发展方向#突出工作重点#优化发展
环境 )))

促进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政策
全面落实

本报讯!记者李 铮 通讯员

闫兆敏"

!

月
%$

日一大早#濮阳

市四大班子领导利用公休日冒

雨赶赴兰考县# 重温焦裕禄事

迹#缅怀焦裕禄功德#学习焦裕

禄精神%

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活动中#濮阳市积极创新学习

方式#在全市开辟'四类课堂(#

务求学习实践活动扎实有效%

开辟'专题课堂(%各参学单

位结合实际制定学习计划#组织

党员干部采取集中学习$专题讲

座$分组讨论等形式#重点加强

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科

学发展+$*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

摘编+ 两本书以及中央和省$市

委领导讲话等内容的学习#确保

学习时间$内容$效果三落实%

开辟'网上课堂(%在濮阳新

闻网$濮阳市人民政府网开设了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专

栏#设置工作动态$工作简报$学

习资料等版块#对开展深入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及时更新#

大力宣传% 利用远程教育平台#

组织广大党员集中收看远程教

育节目或电教片等#不断丰富学

习形式#提高学习效果%

开辟'空中课堂(%在濮阳电

视台$濮阳日报开辟'推动科学

发展# 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濮阳(

专栏#!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3

记者胡巨成 通讯员

曹本国 刘 倩
4

'再过半个月# 我们

就可以正式上岗了% (

!

月
"0

日#记

者来到华汉鞋业固始分公司的生产

车间 #

!00

多名工人正在认真地接

受生产技能培训# 公司马上就要正

式投产了%

华汉集团固始分公司是华汉

集团在全国的第
'

家子公司 #总

投资
1000

万元 #目前 #已引进
"

条制鞋生产线 % 今年第一季度 #

全县共招商引资项目
'0

个 #合

同资金
%05!

亿元 % 比去年同期

均有大幅增长 % 在全球金融危机

的背景下 #固始的招商引资何以

如此红火 , !下转第二版 "

本报讯!记者刘 哲"'仅引

黄灌区渠道延伸疏浚就达
!0#$

公里# 几乎相当于我省高速公

路通车的总里程% (省水利厅厅

长王仕尧笑着告诉记者%

!

月
"#

日# 一条重大喜讯

由省水利厅传来-我省
"00$

年

度抗旱夺丰收应急灌溉工程全

面完工% 截至
!

月
"#

日#这项

工程共完成投资
%&5&2

亿元#新

增灌溉面积
%"&$

万亩#分别是

原计划的
%0'6

$

%%26

%

这项工程的胜利完工#标志

着我省抗旱浇麦夺丰收硬仗取

得重大胜利#为确保夏粮产量超

'00

亿斤打下了坚实基础#并极

大地提高了我省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为打造国家粮食生产核心

区提供了强大支持%

去冬今春# 我省及北方各

省遭遇了严重的旱灾# 中央高

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

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作

出重要批示% 省委$省政府把抗

旱浇麦夺丰收作为应对危机 $

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

举措# 摆在了最重要的工作位

置% !下转第二版"

我省抗旱夺丰收应急灌溉工程
全面超额完成

在中央的关心

支持下#在省委$省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经过我省水

利等系统的艰苦努力#抗旱夺丰

收应急灌溉工程全面$ 超额完

成%这是我省抗旱夺丰收攻坚战

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 是省委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工作的重

大胜利%

这是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

在以往的基础上使我省的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有了相应提高(这

是一项重要的安全工程#为我省

建设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进一

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奠定了更

加坚实的基础(这是一项重要的

应对危机工程#大规模的农田水

利设施建设为保障粮食丰收提

供了重要的物资基础#同时也是

&扩内需$保增长'的重要举措之

一( 这是一项重要的民心工程#

雪中送炭#旱地甘霖#将党和政

府的温暖送到了千千万万农民

群众的心坎里#使广大农民群众

获得了极大实惠%

我省抗旱夺丰收应急灌溉

工程的全面胜利昭示我们 )只

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最急迫的

需要当作我们工作的第一信

号# 就没有我们克服不了的困

难# 就没有我们夺取不了的胜

利*

!!

利莫大焉的重大工程

固始县!抢抓机遇招商忙 濮阳市!开辟"四类课堂#确保学习实效

"

月
#$

日#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郑州宇通集团为
%$

对员工举行了隆重而浪漫的集体婚礼#让员工在喜

庆的婚礼中感受公司大家庭的关爱和温暖#激发员工的自豪感$归属感和敬业精神%

"&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编后

!"#$%

&'()*

'既然组织上相信我们#我们

就要为灾区重建出力# 为河南争

光. (

!

月
"#

日下午#在江油市二

郎庙镇# 我省挂职干部翁建春风

尘仆仆地从工地赶回接受记者采

访% 现年
!0

岁的他是驻马店市新

蔡县龙口镇党委副书记 $ 镇长 %

'

1

/

%"

(地震发生后 #按照省委组

织部的安排# 翁建春奔赴我省对

口援建的地震重灾区四川省江油

市#成为
!0

名乡镇挂职干部中的

一员% 他与当地乡镇干部吃住在

一起#视灾区人民为亲人#用实际

行动在基层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

的篇章%

夫妻携手灾区洒汗水

从媒体上看到'

1

/

%"

(地震给

四川造成的巨大创伤后# 翁建春

夜不能寐# 一直在思考能为灾区

做点什么% 当得知省委组织部选

拔乡镇干部到江油挂职时# 时年

&$

岁的他立即报名参加# 经过层

层选拔后#他如愿以偿%

上有双亲$下有孩子的翁建春

跟家人说了到四川挂职的消息后#

出乎他的意料#全家人全部表示支

持% 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作为人

民教师的妻子也提出能不能到江

油支教#也为灾区出一把力% 他的

妻子徐秀芝是新蔡县今是中学的

一级语文教师#奋斗在教学岗位上

近
"0

年#是学校的教学骨干%

"002

年
#

月
2

日# 翁建春到

达江油后# 将妻子的心愿报告给

了省援建前线指挥部% 在指挥部

的协调下# 江油市教体局和新蔡

县教体局做出安排# 特批徐老师

到江油市二郎庙镇的明镜中学进

行义务支教# 不领取江油方面的

任何报酬% !下转第二版"

"为灾区重建出力#为河南争光$ %

)))记我省援建江油乡镇挂职干部翁建春

!

大河报记者 尚杰

本报讯 !记者王小萍 马禄

祯"记者从
!

月
"1

日召开的
"00$

平顶山旅游 !郑州" 推介会上获

悉-'五一(假日期间#平顶山所有

景区 !景点 "将免收门票 &在全国

范围内发放
&'

万张价值
%

亿元

的旅游消费券# 供游客在今年
1

月
!

日
-$

月
"0

日使用& 开通郑

州)鲁山旅游直通车# 方便游客

来平顶山观光旅游%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副省长

孔玉芳#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储

亚平# 省政协副主席李英杰等领

导出席推介会# 并为郑州)鲁山

旅游直通车开通仪式剪彩%

为确保'五一(假日期间游客安

全#平顶山市制订了各类应急预案#

安排了足够的力量加强景区治安$

安全管理及交通疏导% 一些主要景

区达到安全容量时# 相关人员会及

时提醒和疏导游客到其他景区%

!下转第二版"

五一期间平顶山所有景区免票
孔玉芳等为郑州)鲁山旅游直通车
开通仪式剪彩

郑州是什么样的城市, 现在的

郑州人一定会自豪地说-郑州是有

&'00

年历史的古都# 是商贸城#是

旅游城#是新兴的会展城%

郑州还是全国重要的纺织城.

新中国成立时#郑州就是全国

六大纺织工业基地之一&上世纪
."

年代后#郑州纺织业虽经破产重组

的阵痛#但坚韧不屈的纺织人怀着

光荣与梦想上下求索# 终于在
!&

世纪初顺利突围% 原国棉一$三$四

厂在政府的推动下#顺利实施了拍

卖$重组$搬迁改造#一座座纺织新

城拔地而起% 郑州#继续抒写着属

于纺织人的飞梭传奇%

这一切#那条曾经聚集了
(

家

大型纺织厂的两公里长的棉纺路

历历在目00

曾经的车水马龙

镜头闪回到
&.(!

年%

棉纺路记得#这年的农历八月

十五# 相貌秀丽的姑娘李霞英#从

周口失业工人培训班到在建的郑

州国棉一厂做细纱工%

如今#

##

岁的李霞英仍然难忘

第一次发工资的惊喜 -'头一个月

发工资#大家排队领钱 #一个个笑

得合不拢嘴#我的工资
!0

多块#当

时能买
"000

多个鸡蛋哩. 那时候

去棉纺厂当工人可光荣哪. (

李霞英知道的是 #

%$'0

年
1

月#毛泽东主席曾来郑州 #参观纺

织厂研制的无梭喷气织布机%

李霞英不知道的是# 早在
%$1&

年#中央人民政府就确定在京广线沿

线及以西靠近产棉区的北京$ 西安$

郑州$ 石家庄
!

地同时发展纺织工

业%这
!

个城市#加上原有的邯郸$咸

阳#被称为'全国六大纺织基地(%

与共和国的命运一样#郑州纺

织业也经历了曲折发展%

但历史进入上世纪
20

年代#国

家逐步放开市场# 取消了凭证买布

制度# 纺织厂产品不愁销# 效益倍

增%

%$2%

年#郑州棉纺织行业总产值

达
#5%

亿元#利润
%"&0"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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