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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市位于省会郑州和古都洛阳之间，是诗

圣杜甫的故乡，河洛文化的摇篮。现辖15个镇，5

个街道办事处，289个行政村，26个居委会，面积

1041平方公里，人口81.7万。

2014年是巩义市全面直管的开局之年，也是

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一年。一年来，巩义市

结合实际，紧紧围绕“一个目标”，即：当好全省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表率和排头兵，加快建设现代

化区域性中心城市。坚守“一个标准”，即：在全省

“争一流、出经验、当模范。把握“三个定位”，即：

打造山水宜居城、现代工业城和历史文化城。在

应对挑战中抢抓机遇，在创新实践中破解难题，继

续保持了稳定向好的发展势头，取得了可圈可点

的成绩。

投资拉动稳增长
今年前三季度巩义全市生产总值完成446.3

亿元，同比增长8.5%；1~10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359亿元，同比增长14.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完成295.2亿元，同比增长9.9%；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完成177.5亿元，同比增长13.1%；今年1~

11月份，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37.4亿元，同比增

长2.6%。预计全年GDP增速为8.7%左右，规模工

业增加值增速为10%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

14%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13.3%左

右。

“抢”字当头抓招商。2014年，巩义市切实发

挥全面直管的体制机制优势和产业优势、区位优

势，积极探索“全链条、全要素、全服务、无障碍”的

立体招商模式，将2014年确定为“开放招商年”。

通过科学谋划、坚持合力、利用平台、以商招商、请

进来等方式，引进了一批大项目、好项目。1至10

月份，全市签订意向项目45个，总投资103亿元；

签订投资亿元以上合同内资项目48个，总投资

212亿元；合同域外投资金额169.4亿元。签约并

开工亿元以上项目26个，引进省外境内资金51

亿元，实际利用外资23774万美元，两项指标完成

总量在全省直管县中排名第一。

“快”字当头抓项目。今年以来，巩义市进一

步扩大生产性投入，加快推进一批大项目、好项目

开工建设。中孚实业高性能铝合金特种铝材，鑫

泰铝业汽车用散热器，红阳铝业压花板、彩涂板、

防滑板等一批铝精深加工项目快速推进，中原新

材料研发中心、宏超建材高效纳米材料等一批高

端耐材项目基本建成，凤凰新材料新型焊剂、焊丝

一期，鑫旺集团隆迪重工自动化切割码装设备等

先进装备制造项目建成投产。

▶下转第二版

行军打仗，开局之战至关重要，今

年是巩义全面直管的开局之年，我们必

须坚定首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打出声

威，打出气势，打出振奋人心的成果。

全面直管是机遇也是考验。首先

是思维模式的转变。现在我们和省辖

市一样作为一个主体，不仅要抓谋划，

还要抓落实，链条更短了，任务更重了，

对我们的要求也更高了。所以，我们的

思维模式和方式方法必须有较大转

变。其次是发展思路的完善。如何建

设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当好转型升

级排头兵等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重大

课题。第三是内外环境的营造。如何

加强对外宣传和舆论引导，在全省乃至

全国发出巩义的声音、提升巩义的地

位，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社会氛围，

都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第四是机构

职能的调整。我们要做出相应调整，才

能更好地优化配置、行使权力，提高为

企业发展和群众服务的行政效能。第

五是干部能力的提升。假如全面直管

是一辆车，干部就是“驾驶员”，我们驾

驶技术的优劣，关系着车辆的行驶状

况，就必须加强培训，提升素能，着力解

决好“本领恐慌”的问题。

当前，尽管我国经济调速换挡，但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尽管形

势千变万化，但巩义发展机遇大于挑

战的格局没有改变。深化改革将会释

放巨大红利，新型城镇化将会催生无

穷动力，宏观政策将会带来诸多利

好。面对这些，我们唯有担当克难，才

能走出困境；唯有奋发图强，才能成就

未来。让我们共同为加快建设现代化

区域性中心城市巩义而努力奋斗！

书记观点

开局之战打出气势
□巩义市委书记 徐相锋

在河南省人民医院血液内科

的病床上，兰考县红庙乡葛寨村的

肖凯欣静静地躺在那里。罹患白

血病的她，住院治疗半年来，终于

找到了与其骨髓移植相匹配的血

型，一家人却为50万元巨额手术

费和治疗费发了愁。

17岁的肖凯欣本来就要从初

中毕业进入高中学习，但6月8日，

她被省人民医院血液内科确诊为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医生建议，

凯欣的病情必须进行骨髓移植，而

最好的移植对象就是直系亲属。

令人遗憾的是，凯欣的父母及家人

的血型都配不上。无奈，肖凯欣只

能采用非血缘关系人骨髓配型，因

暂时找不到相匹配的血型，她不得

不住院接受化疗。

12月12日，记者在省人民医

院血液内科见到了肖凯欣的父亲

肖伟。他告诉记者，家里除凯欣

外，还有两个弟弟，母亲在家操持

家务，平时靠自己打短工贴补家

用。原本供养3个中小学生读书

就已十分吃力的家，在凯欣得病

后，半年时间就花去了17万元，其

中12万元都是借来的。

令人欣喜的是，11月18日，省

人民医院血液内科经努力，终于从

中华骨髓库找到了与肖凯欣相匹

配的血型。医生说，如果顺利，凯

欣下个月就可以进行骨髓移植了。

病床上的肖凯欣得知自己的白

血病能够够治好，心情一下子好了起

来，积极配合医生治疗，输液、化疗的

间隙，还不时温习一下功课（如图）。

省人民医院血液内科的朱尊民

医生告诉记者，进行这项骨髓移植

手术，仅手术费就要30万元，加上术

后等后期治疗，还需要20余万元。

面对50余万元的巨额医疗费，

已经债台高筑的肖伟说：“既然能治

好，俺全家无论如何都不放弃，就是

卖房子也要治好女儿的病！”

在此，真切地期望您能帮一帮

这个花季少女，早日完成骨髓移植

手术。

爱心人士请与肖凯欣的父亲

肖 伟 联 系 ，联 系 电 话 ：

13460617454；也可将爱心捐款汇

到 肖 伟 的 中 国 邮 政 储 蓄 卡 ：

6221884920003756976。

本报讯（记者赵川）丹江水穿山越岭，奔

流到郑州。12月15日上午，作为河南省内

目前最大的一座以南水北调水为水源的水

厂，也是郑州市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水

厂——刘湾水厂将迎来丹江水。

12日14时32分，随着南水北调中线陶

岔渠首缓缓开启闸门，清澈的丹江水一路北

上，1432公里的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

通水。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在现场见证了

这一伟大时刻。没有盛大庆典仪式，没有礼

炮彩球，没有国家领导人到场，除了一块“热

烈庆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开闸通水”的宣传

牌外，就是十几家媒体记者把镜头对着水闸

拍完照片后，互相拍照留念。

长年在渠首打扫卫生的李进群得知要

通水，兴奋得半夜就醒来了。看着冷清清的

通水现场，李进群不免有几分遗憾，但他转

而一笑，说：“不铺张也好，如果放炮，风一刮

落到渠里污染水质。”

“小同学，你知道水要送到哪里吗？”河南日

报农村版记者问渠首朝阳小学的一名学生。

他说：“知道，北京。我们要保护好水质，不乱

丢垃圾，见到垃圾就捡起来放到垃圾桶里。”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期工程耗资2000

多亿元，是南水北调工程中难度最大、距离

最长的部分。国务院南水北调办早在9月

29日就公布，中线一期工程通过验收，具备

全线通水条件。

南水北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

历经11年建设的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将惠

及4省市、19个大中城市约6000万人。

▶▶更多报道详见今日二版

直面挑战 砥砺前行
——巩义市全面直管一年侧记

□本报通讯员周金珂 曲孝生本报记者 冯刘克

出睢县县城向西南15公里，便进入秦朝

就置县的古镇匡城。

12月3日，记者来到匡城古镇。走过古

色古香的迎宾大门，放眼望去，一排排豫东特

色的古建筑群、宽阔整洁的街道、仿古宫灯式

路灯……处处弥漫着厚重的文化氛围。

在美景中徜徉，记者偶遇一处传统酩馏

酒手工作坊。刚到门口，纯正浓烈的酒香就

扑鼻而来。循着酒香，只见酿酒师正在发酵

的酒缸旁酿酒。酿酒师说，他家酿的酒全部

采用祖上流传下来的传统工艺，在酒曲中加

入玉米、小麦等，经过28天发酵酿造而成，

全程采用人工操作，保证酒的品质和口味。

陪同的村干部介绍说，这里历史上就有

手工酿酒、酿醋的习惯，目前像这样的酒、醋

作坊一个村就有好几家。一个酩馏酒手工作

坊每年冬季可酿酒2000公斤，增收万余元。

在村头，记者看到一群人正在将一袋袋红

薯往车上装。负责的村民告诉记者，他通过土

地流转承包了200亩地种植红薯，亩产达到

3000公斤。红薯经过筛选装袋后销往周边县

市各大超市，不仅增加了收入，还带动了周边

村民一起种植。

走进星级文明户王玉兴的家中，看到屋

内悬挂着一幅幅漂亮的国画作品，原来王玉

兴还有另一个身份——农民画家。自从几年

前喜欢上国画以后，他在家中开辟了画室，开

始自学国画。通过刻苦努力，如今的王玉兴

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农民画家。他自豪地

说，自己的画作《铁骨迎春》梅花图去年被人

以7000元的价格买走，《家和万事兴》等反映

农村题材的几幅画作也以千元以上的价格被

人买走。谈起画画前后生活的变化，王玉兴

告诉记者，他学画画以前喜欢打牌、打麻将消

磨时间，自从喜欢上绘画创作以后，就远离了

麻将桌，感觉生活非常充实，周边的邻居也经

常来家里欣赏自己的作品，还有七八位村民

跟着自己学起了绘画。

离开匡城，记者颇有感触，美丽乡村建设

不仅是建漂亮房子，文化、传统、产业等更是

支撑美丽乡村的一个个不可或缺的支点。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通讯员韩浩吴晓睿）“继信阳

毛尖等闻名全国的信阳农业名片之后，弱筋小麦产业将

成为信阳农业发展的又一新名片，而淮滨县当仁不让成

为信阳弱筋麦业崛起的举旗担纲者。”12月13日，在淮滨

县弱筋小麦种植基地，我国小麦资深专家郭天财教授在

察看弱筋小麦苗情时由衷赞赏。

弱筋小麦具有粒质软、面筋弱、蛋白低的特点，是生产

低筋专用面粉，衍生加工饼干、糕点等烘焙食品的专用原

料。国外仅有美国、澳大利亚局部适宜规模生产。据了解，

无可替代的区位优势，使信阳市成为全国弱筋小麦种植核

心地带。在我国，弱筋小麦仅在豫、皖、苏三省沿淮以南地

区适合规模种植，面积不足全国小麦的10%。信阳市地

处淮河中上游，属暖温带半湿润型季风气候。小麦灌浆

期，高温多雨，日照不足，昼夜温差小，特别适宜弱筋小麦

内在品质形成。淮滨作为信阳市农业大县，小麦种植面

积占信阳市的四分之一，弱筋小麦种植面积占信阳市的

一半以上。2003年，国家农业部和省农业厅将该县划为

我国长江中下游及豫南沿淮弱筋小麦生产核心区域。

2011年，信阳市提出了打造豫南沿淮弱筋小麦产业

带的发展战略，将弱筋小麦产业发展作为信阳市重点产

业来抓。淮滨县随之提出“弱麦强县、食品惠民”的战略，

以打造“中国弱筋小麦第一县”为目标，促使弱筋小麦产

业快速崛起。

2012年，淮滨县举办了首届“中国弱筋小麦产业发展

高峰论坛”，研讨我国弱筋小麦发展之路，并规划编织了

淮滨弱麦产业发展蓝图，成立了全省乃至全国唯一省级

弱筋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县级弱筋小麦行业协会，并

建有全国最大的弱筋小麦良种繁育基地，首创政府整村

推进办法和“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迅速扩大了淮

滨弱筋小麦种植规模。

淮滨县农业局总农艺师王振旭告诉记者：“淮滨县现

拥有弱筋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10余家，累计带动农户10

余万户，种植面积50万亩，总产量20万吨，农业产值已突

破4亿元。”

目前，凭借弱筋小麦种植区位优势，淮滨县催生和吸引

了“金豫南”、“麦得隆”、“富贵粮油”等10多家低筋面粉、烘

焙食品加工龙头企业纷纷落户，年加工小麦能力达40万吨，

年产低筋粉16万吨，烘焙食品5万吨，产值突破10亿元，占

信阳市弱筋小麦食品工业产值的65%。淮滨弱筋小麦产业

日益完善强大，形成了从田间到餐桌的一条龙产业链条。

淮
滨
县

举
起
弱
筋
麦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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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旗

苦等半年配型终成功
50万手术费难倒家人

兰考县17岁的白血病少女渴盼您的救助

□本报记者杨远高文/图

古镇匡城美景多

清清丹江水 今日到郑州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化拓展新

闻战线“走转改”活动，讲好中国

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声

音，本报从今日起推出“行进中

国·精彩故事”栏目，我们的记者

将走进基层，用真实具体的事例、

有血有肉的人物，展示河南社会

发展进步的主流，展示河南人民

蓬勃向上的风貌，把河南故事讲

得精彩，将河南声音讲得洪亮，激

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继续沿着中

国道路前进的信心和勇气。

开栏的话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年均调水量95

亿立方米，分配给河南省用水量为37.7亿立

方米，占中线调水总量的40％。郑州市全年

总水量为5.4亿立方米，分水最多。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后，郑州段渠道

常年将保有上千万立方米水，相当于一个中

型水库的蓄水量。

根据规划，河南省内11个省辖市、34个

县（市）的百姓将喝上丹江水，2000多万人直

接受益。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12月12日已正式通水
●4省市、19个大中城市约 6000万人将喝上甘甜的丹江水

郑州每年能喝5.4亿立方米丹江水

沁阳七旬老人牛玉泉

8版社区办黑板报 14年已出500多期

二十四载照顾病妻传佳话 3版

泌阳曹玉川

今日导读

小电话为民解决大问题 2版

太康县

□本报通讯员刘家超刘景澎 记者侯博

16所民办职业学校不合格 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