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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开幕还有 天4

我国拟修法对生产销售假药重罚

我省开展教育脱贫攻坚工作督查

2018“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
宣传推介活动正式启动

许昌 彩菊飘香醉游人

□本报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陈海棠唐运华

鹿邑 小乡村“玩转”球类大市场

本报讯（记者田明）10月22日，记者

从省教育厅获悉，为扎实推进全省教育脱

贫攻坚工作，即日起至10月31日，在前期

各地、各学校进行教育脱贫攻坚工作自查

基础上，省教育厅将开展2018年教育脱

贫攻坚工作落实情况专项督查。

此次督查范围为：全省所有省辖

市、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全省所有高

等学校、省属中等职业学校。将重点督

查：各地、各单位落实教育脱贫攻坚主

体责任情况，包括统筹推进情况、作风

建设情况、执纪问责情况；实施全面覆

盖建档立卡学生接受教育保障和资助

制度情况；改善贫困地区学校办学条

件，在贫困地区实施的教育专项工程、

项目的进展情况；实施贫困地区乡村教

师支持计划进展情况；为贫困地区和贫

困家庭脱贫致富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

有关情况；53所高校推进校地结对帮扶

工作情况。

届时，省教育厅教育脱贫攻坚工作

领导小组抽调各成员单位成立专项督

查组，深入各地各学校，采取听、查、看

的办法进行督查。督查组每个市至少

实地督查1所高校（驻郑高校实地督查

的比例不低于30%），每个县至少查看1

所中职学校、1所幼儿园、1所小学、1所

中学。

10月21日，一位小朋友在许昌华育花卉观赏彩菊种植基地拍照留念。该基地位于许昌市东城区祖师办事处，种植的主要是荷

兰观赏彩菊，共有151个品种，产品畅销全国70多个城市。牛书培 摄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中国工会

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22日上午在人民

大会堂开幕。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

洋、赵乐际、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会

祝贺，王沪宁代表党中央致词。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重热烈。

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工会第十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象征着中

国工会和中国工人阶级团结统一的工会

会徽熠熠生辉，10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

侧。二楼眺台悬挂着“高举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坚持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团结动

员亿万职工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的巨型横幅。

承载着亿万职工的重托，来自全国各

行各业的2000多名中国工会十七大代表

和近百名特邀代表出席盛会。

上午9时30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步入会

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王东明宣布大

会开幕。全体起立，高唱国歌。

王沪宁代表党中央发表了题为《展示

新时代我国工人阶级团结奋斗新风采》的

致词。王沪宁首先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

烈祝贺，向全国各族职工和工会干部致以

诚挚的问候。

王沪宁在致词中说，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我国工人阶级以高度的主人翁使

命感和历史责任感，积极投身进行伟大斗

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

大梦想的火热实践。中国工会十六大以

来，各级工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组织动员职工建

功立业，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进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深化工会改革创

新，各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工会组织和

工会工作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显著增

强。

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

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工

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创新发展指明了前进

方向。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宏伟蓝图，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更是我

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希望我国工人

阶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

神上来，坚守理想信念，弘扬民族精神，激

发劳动热情，矢志改革创新，练就过硬本

领，唱响新时代奋斗者之歌。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

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

苗华，先后代表人民团体和解放军、武警

部队向大会致贺词。

王东明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六

届执行委员会作了题为《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团结

动员亿万职工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报告分为3个部

分：过去五年工会工作的重点成就；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工会发展道路；今后五年工会工作的主

要任务。

大会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代表提交

了《中国工会章程（修正案）》《中华全国总

工会第十六届执行委员会财务工作报

告》《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六届经费审查

委员会工作报告》，请代表审议。

10月15日，家住鹿邑县任集乡冯桥

村的李艳丽吃过早饭，就和村里几名妇女

一起，骑着电瓶车到离家1公里的鹿邑县

健佳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上班。

在该公司车间，正在干印刷的李艳丽

说：“我在这里上班4年了，每月平均能拿

到3000元，多时能拿4000元。在这上班

离家近，晌午还管饭，很方便。”

小乡村有了大企业

任集乡是鹿邑县最偏僻的乡镇，而这

个偏僻的乡镇却诞生出一个全国知名企

业——鹿邑县健佳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该公司位于任集乡李湾村，年产400万个

高档足球和300万个玩具球，带动2000

多人就业，年总产值达1亿元，创利税

2000余万元。2017年，公司被确定为全

县产业扶贫车间。

公司总经理刘彦宏于2005年初回乡

创业，刚开始从事白羽王肉鸽养殖，因缺

乏技术、利润低，开局不顺。2005年底，

他又前往浙江义乌打工，在义乌一家加工

训练用球的工厂里，刘彦宏从普工做起，

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当上了车间生产线主

管，而后又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成为生产厂

长。熟练掌握下料、印刷、上平车、打包等

各个生产环节和流程后，刘彦宏动了返乡

创业的念头。

“有一次我回老家，看到老家村头聚

集了很多闲人在打牌，当时就产生这样一

个念头：把这些闲人组织起来，大家都有

活干多好。”刘彦宏说。2009年，在只有4

万元积蓄的情况下，刘彦宏向亲朋好友借

款16万元，开始在李湾村建厂。2010年

6月，公司正式成立，按照合同订单生产

经营模式，专业生产足球、排球、橄榄球、

篮球等体育用品。

诚信敲开国际市场大门

刘彦宏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今

年9月29日，浙江宁波一家外贸公司来

公司考察，检查了每一道生产工序，看到

公司生产规范，管理科学，仅半个小时就

与公司签下90万元的订单，随后立即打

来25%的定金。

“在我们这样一个偏僻乡村，凭什么

让客户与我们签订单，说得再好没有用，

只能靠质量。”刘彦宏介绍说，多年来，公

司以“诚信经营，质量第一”的经营理念赢

得了客户的信赖。

为与国际接轨，特别是通过欧盟严格

的质量认证体系，公司有一套与国际质量

认证接轨的产品质量检测体系，确保每个

产品达到国际市场要求。目前，公司逐渐

打开了意大利、阿根廷、墨西哥、智利、俄

罗斯等国市场，每年分别为意大利、澳大

利亚市场供应球类产品80万个，为美国

市场供应10多万个，与国外大型超市长

期保持固定合作关系。

该公司生产经理王中平告诉记者，在

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国内有一家俄罗斯市

场经销商来公司考察，签订了79万个球、

价值1000万元的订单，限期2个月交货，

并专门派质量检验员现场检测。公司严格

按照质量要求，提前10天完成订单任务。

该公司采取“公司+加工点+贫困户”

的模式，建立扶贫车间，让贫困群众在家门

口就业。在公司的带动下，任集乡及周边

地区陆续建立“村级扶贫就业点”20多个。

“一个个扶贫车间的建立，吸纳了很

多不能外出的妇女在家门口上班，既增加

了家庭收入，又能让孩子们得到关爱。”任

集乡扶贫办主任代志旭说。

本报讯 温暖常在，感动你我。近

日，2018“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宣传

推介活动正式启动。该活动由河南省委

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和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河南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具体承办，河南广播电视台、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所属媒体等共同协办。

作为弘扬河南人精神的重要人文品牌活

动，从2005年开始，“感动中原”宣传推

介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13届，推选出了

王锋、王宽、陇海大院、胡佩兰、王百姓等

130余位先进典型人物和群体，充分展

示了河南人的良好形象和精神风貌，传

播了河南正能量，凝聚起了让中原更加

出彩的强大精神力量。

据悉，此次宣传推介活动从2018年

10月启动至2019年2月结束，活动推介

条件和范围与往年相同，按推荐、初评、

公示投票、终评、表彰五个阶段进行。各

省辖市党委宣传部、省直各单位按推介

条件向活动组委会推荐候选人选，名额

不限。同时，群众推荐和个人自荐的相

关材料需经所在社区审查盖章后，直接

向组委会推荐。

10月23日起，公众可登录大河网

（www.dahe.cn）、映象网（www.hnr.

cn）、河南日报客户端、猛犸新闻客户

端、都市频道微信公众号等下载推荐表，

并通过以下方式向组委会推荐：拨打“感

动热线”0371-65887082；发送电子邮

件 gandongzhongyuan@163.com；邮

寄信件：郑州市郑花路18号，河南广播

电视台都市频道“感动中原人物宣传推

介活动组委会办公室”收，邮编：

450008。推荐时间截止到2018年 11

月22日。（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冯芸 杨青）10月22

日，由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省残疾人联

合会、省体育局、周口市人民政府承办的

河南省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周口市体

育中心开幕。中国残联副理事长王梅梅

致辞，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喻红秋宣

布运动会开幕。副省长戴柏华、省政协

副主席周春艳等出席开幕式。

四年一届的河南省残运会是全省规

模最大、层次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残

疾人体育盛会，也是残疾人展示自我、实

现梦想的舞台。王梅梅在致辞中对河南

省残疾人事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

肯定，她表示，本届运动会是在河南全省

上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重要时刻举办

的，必将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凝聚起自

强不息、奋力拼搏的强大正能量，有力推

动河南省残疾人事业加快发展，在全省

进一步弘扬人道主义思想和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倡树扶残助残的文明风尚。

据悉，在三天的比赛时间里，来自全

省18个省辖市代表团的828名运动员

将参加田径、游泳、举重、乒乓球、自行

车、羽毛球、飞镖、象棋、围棋、盲人跳绳

等10个大项290个小项比赛。运动会

将于10月26日闭幕。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朱海鑫
岳冰冰）10月19日，2018中国（新密）首

届绿色发展高端论坛在新密举行，蒋庄

德、侯立安、刘文清3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

众多专家学者围绕“创新引领、绿色发展”

这一主题进行了主旨演讲。

此次论坛开展了院士高端论坛、成果

发布、圆桌对话、现场考察、合作交流等一

系列活动。活动现场还签约了过程端污

染物监测与治理院士工作站、国家863郑

州（新密）创新产业园等12个项目。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张彦鹏)

10月22日，由北京五环星光影视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出品的大型年代抗战电影《许

昌保卫战》新闻发布会暨开机仪式在许昌

市许都大剧院举行。

据悉，电影《许昌保卫战》是根据74

年前许昌人民在吕公良将军带领下英勇

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真实事件而改编。

电影拍摄场地主要在许昌市、长葛市、襄

城县、魏都区等地，前期拍摄现场的道具

已经完成制作，拍摄将历时50多天，计划

于2019年与全国观众见面。

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丽
霞）10月20日，由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

院主办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共管理硕

士培训班到位于濮阳市西辛庄村和农

村党支部书记学院开展实践教学。澳

门学员见到了全国老典型李连成，大家

争相拿出相机与李连成合影留念。在

吃亏碑面前，澳门学员杨俊昌久久凝望

这几个字，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一字一

顿地读着：“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据了解，培训班32名学员分别来自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廉政公署、贸易投

资促进局、社会工作局、民政总署、行政

公职局等部门。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

围绕“产业扶贫、美丽乡村建设”这个主

题，为澳门学员量身定制了培训“菜

单”，组织学员到农村、进工厂、访农户，

考察学习濮阳市产业扶贫、农村改革发

展等方面的经验做法。

澳门学员在濮阳一路走、一路看，

对濮阳农村改革发展取得的成就赞叹

不已。在学院现场教学点——清丰县

赵家“党建+扶贫+食用菌”孵化基地，

澳门社会工作局首席高级技术员黄柏

基走进食用菌大棚，详细了解了赵家

村依托食用菌种植工程带动贫困群众

增收的做法，他兴奋地说：“濮阳市发

展食用菌的模式是一种创新，既能提

高贫困群众的收入，又能带动当地经

济发展。”

中国工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到会祝贺
王沪宁代表党中央致词

河南省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院士专家齐聚新密
畅论绿色发展

电影《许昌保卫战》开机

澳门硕士培训班
办到濮阳西辛庄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生产、销售

假药将可能面临被处以药品货值金额十倍至

三十倍的罚款，不仅要没收违法所得，还将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药品管理法修正草案22

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全面加大

对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的处罚力度。

草案拟规定，对于生产、销售假药的罚款

为药品货值金额的两倍以上、十倍以下，情节

严重的罚款十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生产、销售

劣药的罚款为药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五倍以

下，情节严重的罚款五倍以上、十五倍以下。

草案对从事生产、销售假药及劣药的企

业或单位、法定代表人作出重罚。情节严重

的，除罚款外，还将终身不得从事药品生产、

经营活动。草案新增条款，细化并加重了对

地方政府负责人和监管人员的处分，对于直

接责任人等给予记过、降级、撤职或开除等不

同程度的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