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霓 裳 羽 衣 驻 芳 华
———省人大代表、河南阿尔本制衣董事长吴丽霞速写

首席记者 刘彦章 摄影 王映

吴丽霞是江苏南通人，诗意江南的温婉与敦
厚，让这位从商者拥有一身的学者气质。 这位从
南方发达地区来到中原的企业家， 低调谦虚、心
细如发、温文尔雅，给人一种邻家小妹的亲切感。

如今，她已在周投资办企业整整 6 年，和
家人带着读高中的孩子一起迁到周口， 成为
一位“新周口人”。

在她的管理下， 总部设在商水县产业集
聚区的阿尔本制衣有限公司， 成为全省名列
前茅的服装品牌研发设计、 服装软件开发和
服装数据化生产标杆企业， 以现代化的智能
管理、卓越的设计研发团队、独立互联网大数
据分析中心管理的核心竞争力， 朝着全国一

流的时装生产企业大步迈进。 公司与西班牙
ZARA、 美国 GAP 等世界级服装企业有着长
期紧密的合作，并与赫基国际集团、上海拉夏
贝尔公司签订了常年供货合同， 产品出口 20
多个国家、80 多个港口。周口海关人员曾经告
诉记者，阿尔本公司出口创汇，不仅在商水，
在全市都举足轻重。

阿尔本公司目前拥有员工 3300余人，扶贫
建档立卡户 1742 户， 占员工人数的 52%。 到
2020年，该公司计划
投资 10亿元，打造一
个能容纳万人的科

技园区，预计年产值

30亿元、利润 1亿元，可跻身全国同行前列。
江南孔雀中原飞，“新周口人”拥有大格局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代表 ，下午好 ，

我是河南阿尔本制衣的吴丽霞，也是一位在
周口生活整整 6 年的‘新周口人’。 在周口 6
年，我亲身感受了周口的变化。 真诚感谢周
口人民对我这个‘新周口人’的信任，感谢周
口给了我证明自己和帮助阿尔本健康发展

的机遇，（下转第三版）

市直机关党建年度“大考”
11位党委书记述职并接受评议

本报讯 （记者 王艳 实习生 周钰秋） 1 月 30 日
上午， 市直机关 2017 年度党建述职评议会议召开。
市委副书记王富兴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上，市委办公室、市检察院、市公安局等 11 个
单位机关党委书记，就 2017 年履行职责抓党建情况
以及存在问题、下一步打算等进行述职。 市委组织
部副部长杨雪芹逐一点评。 与会人员对述职的市直
机关党委书记进行了现场测评。

王富兴在讲话中指出，大家在述职中讲成绩实事
求是、讲问题毫不遮掩、讲整改具体实在，真正述出了
导向、述出了责任、述出了压力、述出了干劲。

王富兴强调，全市各级机关党组织要以这次党
建工作述职评议为契机，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按照“走在前、作表率”
的工作要求， 认真落实十九大对党建工作的新要
求、新部署，努力开创新时代机关党建新局面。 一是

必须提高政治站位。 要把做好机关党建工作作为政
治任务、政治责任，认真落实“服务中心、建好队伍”
两项任务，推动机关党建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新
征程中走在前、作表率。二是必须强化理论武装。要
突出学习重点，突破推进难点，注重成果转化，把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政治热情，转化为推
动跨越发展的持久动力。 三是必须服务跨越发展。
要积极引导机关党员干部投身跨越发展的实践，树
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履行维护和谐稳定第一责
任。 四是必须落实政治责任。 要在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持续开展作风整顿、制度建设上再发力，把全面
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党支部、每名党员干部。

市直和省驻周单位的机关党委书记，直属总支、
支部书记；市直机关工委领导班子成员及各部门负
责人；各县（市、区）直工委书记；部分市直“两代表、
一委员”和基层党员代表等参加会议。 ①6

省“两会”代表委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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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新华社北京 1 月 30 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 1 月 30 日召开会议 ，听取和
审议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 、
最高人民法院 、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
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的综

合情况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主持会议。

（下转第二版）

������审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
书记处工作报告的综合情况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 ■ ■ 详见第七版 ■ ■ ■

本报讯 （河南日报记者 李点） 1 月 30 日
下午，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大
会，选举省人民政府省长、副省长，选举省监
察委员会主任，选举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选举我省出席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谢伏瞻、刘伟（许昌团）、孙守刚、赵素萍、
李亚、许甘露、穆为民、胡永生等领导在主席
台就座。

大会执行主席陈润儿、翁杰明、任正晓、
孔昌生、马懿 、刘春良 、储亚平 、舒庆 、徐光 、
戴柏华 、何金平 、武国定 、刘伟 （新乡团 ）、
霍金花、胡道才、顾雪飞、侯红、范修芳、何雄、
张文深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刘春良主持会议。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共有代表 935
人 ，出席第四次大会的 922 人 ，符合法定

人数 。
下午 3 时，选举开始。 监票人检查票箱并

加封后，选举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副省长的
选票，选举河南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的选票，选
举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河南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的选票， 选举河南省出席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票， 依次发放
到代表们手中。

经过投票和统计回收选票，刘春良宣布，
所发选票全部收回，选举有效。

下午 4 时 28 分，大会宣读了省人民政府
省长、 副省长候选人的得票数。 根据选举结
果，陈润儿当选省人民政府省长，翁杰明、舒庆、
徐光 、戴柏华 、何金平 、武国定 、刘伟 （新乡
团）、霍金花当选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大会宣读了省监察委员会主任候选人的

得票数。 根据选举结果，任正晓当选省监察委
员会主任。

大会宣读了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

的得票数、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的得
票数。 根据选举结果，胡道才当选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顾雪飞当选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按照法律规定， 选举产生的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 须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大会宣读了我省出席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的得票数。 根据选举结
果，172 人当选为我省出席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 根据法律规定，其代表资格须
报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

当天新当选和决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本报讯 （河南日报记者 李点） 1 月 30 日上午，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大会， 表决省十
三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
名单草案，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选举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和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委员。

大会执行主席谢伏瞻、郭庚茂、任克礼、孙守刚、
李亚 、穆为民 、蒋笃运 、李文慧 、赵建才 、王保存 、
徐济超 、王铁 、张维宁 、孔玉芳 、岳中明 、乔新江 、
丁巍、周斌、张国伟、蒿慧杰在主席台前排就座。蒋笃运
主持会议。

陈润儿、刘伟、翁杰明、赵素萍、任正晓、孔昌生、
许甘露、马懿、胡永生等领导在主席台就座。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共有代表 935 人， 出席
第三次大会的 922 人，符合法定人数。

上午 9 时，大会开始。会议首先表决通过了省十

三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
名单。

随后，会议表决通过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
接着，监票人检查票箱并加封。选举省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的选票和选举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的选票依次发放到代表们手中。

经过代表们投票，蒋笃运宣布了收回选票结果，
所发选票全部收回，选举有效。

10 时 16 分，选票统计结束。 大会宣读了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副主任、 秘书长候选人的得票
数。 根据选举结果，谢伏瞻当选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主任，李文慧、徐济超、王铁、王保存、张维宁、乔新江
当选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丁巍当选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大会宣读了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委员候选人的得票数。 根据选举结果，69 人当
选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第四次大会

谢伏瞻当选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润儿当选省人民政府省长

选出我省出席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72名

李文慧徐济超王铁王保存张维宁乔新江当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翁杰明舒庆徐光戴柏华何金平武国定刘伟霍金花当选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任正晓当选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胡道才当选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顾雪飞当选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习近平全票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 月 30 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新当选的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陈润儿面向国徽，抚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庄严宣誓。 河南日报记者 董亮 摄

������1 月 30 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新当选的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面向国徽，抚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庄严宣誓。 河南日报记者 董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