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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艳丽 实习生 郝莹"

!

家企业通过了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新增
"

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发明专利授权比

去年增长一倍$$日前#记者从市科技局了解到#去年以来#我市深

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扎实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突出抓好主体%

平台%载体等关键环节#创新载体%农业科技建设%专利申请等均取

得新突破&

我市通过政策的引导和资金的支持 # 各类创新主体创新能

力不断强化 &

#$%&

年 #郸城产业集聚区被省政府命名为省级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全市省级高新区已达
#

家 '全市
!

家企业

通过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目前全市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

业共计
'#

家 '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可降解高

分子新材料聚乳酸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项目获省级重大科

技专项支持 '首次启动实施市级重大科技专项 #金丹乳酸 (代谢

控制发酵制备聚乳酸单体技术开发与应用 )等
(

个项目为市级

重大科技专项 '农业科学院 (大豆育种 )等
"

家企业及科研院所

申报工程中心获批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截至目前 #我市省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已达
''

家 ' 商水正念和郸城万洋被认定

为省级众创空间 &

围绕全市农业特色优势产业 # 我市不断增强农业科技自主

创新能力 #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

#$%&

年 #周口师范学院

和周口市农科院联合建设 (河南省作物分子育种和生物反应器

重点实验室 )#填补了我市缺乏省级重大科研平台这一空白 '周

口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总体规划已获批准 # 目前正在加紧建设 '

农业创新平台建设取得新进展 # (红旗科创星创天地 )和 (天豫

惠民星创天地 )被科技部列为首批国家级 (星创天地 )备案名

单 &

我市积极实施知识产权推进工程# 专利申请再创新高&

#$%&

年#全市专利申请量
%&&)

件#同比增长
'&*

#授权专利
+('

项'其中

发明专利申请
'%%

件#同比增长
#!*

#发明专利授权
++

件#比去年增长一倍'

'

家

企业被认定为河南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全市
)

家企业开展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工作#融资金额达
#,++

亿元#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

我市注册青年志愿者达 !"万人
本报讯 !记者 窦娜 实习生 陈真

真!

'

月
!

日上午#

#$%)

周口市青年志

愿者表彰大会召开# 焦阳光等
%$

位同

志荣获(周口市金牌青年志愿者)称号'

杨灿等
%"$

位同志荣获(周口市青年志

愿者优秀个人奖)' 周口师范学院青年

志愿者协会等
&"

个单位被授予 (周口

市青年志愿者优秀组织奖)&

今年
#

月初#团市委在全市范围内

启动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组织奖评

选表彰活动& 活动开展以来#全市青年

志愿者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经过评委

会评审%社会公示等阶段 #我市
%&$

名

青年志愿者和
&"

个单位获表彰& (周口

市金牌青年志愿者)是团市委授予我市

青年志愿服务领域的最高荣誉#旨在选

树青年志愿服务优秀典型#推进青年志

愿服务文化建设#引导带动更多的青年

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社

会文明%和谐%进步&

今年
(#

岁的焦阳光是太康县爱心

早餐志愿者协会会长#自
#$%(

年
'

月发

起筹建 (爱心早餐工程 )以来 #每天为

#$$

多名环卫工人提供早餐& 其先进事

迹经省内外数十家主流媒体报道#好评

如潮&目前(爱心早餐工程)已在全省
($

多个县市得到复制& 他本人先后获得

(周口好人)(河南好人)(河南省优秀志

愿者)等荣誉称号&

截至目前#全市注册青年志愿者达

'$

万人 # 建立青年志愿服务组织
%'+

个#结对农民工学校
#((

所 #结对农民

工子女
+$%(%

人# 累计向社会提供超过

#$$

万人次的志愿服务# 在促进周口科

学发展%服务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

刘营村!脱贫故事多
"

记者 王河长 王锦春

淮阳县朱集乡刘营村是一个远近

闻名的贫困村# 在整体脱贫的路上#两

年来#村民有自己的打算#他们不等不

靠#你追我赶#上演了一场脱贫致富的

劳动竞赛#用勤劳双手迎接美好未来&

给自己打工

农历二月初六#淮阳县朱集乡刘营

村的张女士在这一天为她的服装加工

厂开业& 在她家的新房子里#

#$

台缝纫

机整齐排列#迎接工人的到来&

说起开办服装加工厂#还多亏了市

国资委派来的驻村工作队& 去年#驻村

工作队与她一起到外地考察#引进(巧

媳妇工程)加工点#上游订单企业送来

了缝纫设备#实行来料加工%订单化生

产#产品有服装和玩具#熟练工人每月

可以挣
#$$$

多元工资&

虽然刚开张#张女士就有更长远的

打算*(等以后发展好了#把院前的废弃

地整理出来#扩大规模#再把在北京打

工的儿媳妇请回来#自己给自己打工&

订单接不完

走到刘营村中间#传来阵阵机器轰

鸣声# 这是村民苏清杰开办的纸箱厂#

几辆汽车停在他的厂门口等待装货& 还

没来得及硬化的新厂房里#十几名当地

妇女有的印刷#有的切割#有的折叠#一

个个只低头干活没有说话的空儿& 她们

在家门口干活#挣钱又能照顾家里& 别

看厂子小#包装箱随产品飘洋过海到达

($

多个国家和地区&一位管理人员指着

箱体上印制的(菲律宾)字体说#这几天

忙着为商水一家大型服装企业服装出

口菲律宾提供包装箱& 厂里负责人向记

者(诉苦)#产品销路不是问题#眼下最

发愁的是没有钱#没有周转资金就不能

购买更多的原材料# 许多订单也不敢

接#有了资金就可以放手大干了&

创业在藕田

一年之计在于春& 刚过正月十五#

村民孙义军就已经着手实施他的新计

划& 以前每年跟着建筑队出去打工#却

攒不了钱& 去年#回乡创业青年孙方雷

创建淮阳县秋实种植合作社& 孙方雷牵

头# 与孙义军等几位村民经过认真合

计#流转了
#$

亩土地种植莲藕& 沿着新

修的水泥路#一直走到新修的藕池&

%$

多个大型藕池初见雏形#每个占地一亩

的藕池投资上万元#孙义军虽是初次种

藕#看起来他还是很有底气& 年前#在驻

村工作队的带领下#几个人到沈丘县种

藕大户那里参观#别人的好收益给了他

们很大的信心&

(一次投资可使用五年# 一年差不

多就能收回成本#剩下几年净赚& )对自

己选择的致富新路#孙义军信心十足&

越调"老子#全国巡演走进北京
本报讯 !记者王艳 通讯员郭庆璋"

'

月
!

日下午
#

时
'$

分#河南省越调剧

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贵宾厅举行国家

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越调 ,老子-全

国交流推广巡演新闻发布会& 该剧将

于
'

月
%$

日%

%%

日晚在北京长安大戏

院进行汇报演出& 这也是河南省越调剧

团第十次晋京演出&

,老子- 由省越调剧团于
#$$+

年创

排#历经多年打磨而成& 该剧以中原地

区深厚的人文历史为依托#首次将老子

这一中华民族的圣贤人物搬上戏剧舞

台#填补了老子艺术形象的空白& 全剧

结构紧凑#戏剧冲突强烈#突出了老子

淡泊名利%(圣人无常心 # 以百姓心为

心)的光辉形象&

越调 ,老子 -先后荣获河南省第十

一届戏剧大赛(文华大奖 )%中宣部 (五

个一工程奖)%第四届(黄河戏剧奖特别

奖)%文化部第十三届(文华大奖)#第十

五届上海国际艺术节优秀剧目奖#并入

选
#$%#

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十大精品剧目&这部佳作也制造出很多

(第一)* 第一个登上戏剧舞台的老子#

第一部演唱出来的,道德经-#第一部问

鼎(文华大奖)的越调大戏&

据悉#越调,老子-被评为国家艺术

基金
#$%&

年度交流推广资助项目#于
'

月
&

日至
"

月
'%

日在河北%北京%天津

等省市进行全国传播交流推广巡回演

出# 全国共计演出
#$

场&

'

月
&

日至
)

日#,老子-在石家庄市人民会堂进行了

演出&

人社部 !加快构建引导和鼓励
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长效机制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徐

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

民在
!

日召开的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

生到基层工作的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

要加快构建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

基层工作的长效机制&

此前#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

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意见-# 明确了引导

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新精

神新要求#更加注重建立引导和鼓励高

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下得去%留得住%

干得好%流得动)的长效机制&

尹蔚民指出#要通过加大政府购买

服务力度%拓展基层工作空间%更好发

挥中小微企业主渠道作用%支持多种形

式创新创业等多种方式# 发掘基层岗

位#为高校毕业生到基层畅通渠道& 要

加大教育培训力度# 拓宽职务晋升渠

道#拓展专业发展空间#进一步创新政

策措施#拓展高校毕业生在基层发展空

间& 要落实工资待遇政策#完善保障体

系#加大表彰奖励力度#加大激励措施#

提高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待遇保障&

要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完善

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体系#加强人力资

源市场信息引导#逐步完善基层人才顺

畅流动机制& 要加大基层服务项目统筹

实施力度#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

划#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

月
!

日"

#$%)

年全省重点项目暨产业转型攻坚观摩组第三组到太康县观摩指导# 记者 王映 摄

好的作风从实干中来
姜伟超 徐扬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参加十二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辽宁代表团审议时

指出" 要以推进干部作风转变为抓手"

全面推进干部队伍建设#

好的作风" 是干事创业的保障$善

作善成的法宝#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决胜

关头" 干部作风问题关乎党风政风"关

乎改革全局#

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在全

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聚焦

并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四

风 &问题 '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

开展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 '深入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 "磨炼意志 $砥

砺党性(((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围绕作风建

设连续打出 %组合拳 &"干部作风为之

一振 "党风政风持续好转 "社会风气

随之改善 "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

变化有目共睹"清风扑面而来# 但

毋庸讳言"仍有个别地方干部作风存在

这样那样的问题# 有的干部 %嘴快脚

慢&)说得多$做得少"心得体会写了一

摞$实际行动不见半寸"道理停留在嘴

上"没有落实到脚上'有的干部%身长腿

短&) 浮在上层养官气$ 不下基层接地

气'还有的干部%眼高手低&)自以为是$

好大喜功"热衷于大手笔$大场面$大动

作"无视群众需求搞花架子# 干部作风

飘浮$脱离群众"影响党的凝聚力和战

斗力#

好的作风从哪里来*好的作风从实

干中来#深入群众$贴近群众"想群众之

所想$乐群众之所乐$忧群众之所忧$急

群众之所急"把为群众工作当成锤炼作

风的铁砧"在为人民服务中接受情感的

陶冶$事业的锻造"才能去除杂质$百炼

成钢#

干部作风好不好" 群众最有发言

权#要经常把自身工作与群众要求对对

表"时时伸手让群众把把脉"及时发现$

纠正不良作风的苗头# 只有%身&入基

层"%心&贴群众"不擅权$不谋私"做人

堂堂正正$干事干干净净"才能以更严

更实的作风担当起推进改革发展的重

任#

&'*+年全省重点项目暨产业转型攻坚观摩组莅周观摩
本报讯 !记者 刘彦章"

'

月
!

日#

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张兴辽带领省重

点项目暨产业转型攻坚第三观摩组到

我市进行观摩指导& 省发改委副巡视

员郜义% 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副巡视员

李海峰% 省政府金融办副主任王鹏飞

等一同观摩& 市领导刘继标% 丁福浩%

李德才%穆仁先%刘保仓%李云%王田业%

程新华及市政府秘书长张继林参加专

题汇报会或陪同观摩&

专题汇报会上#市委副书记%代市

长丁福浩汇报了我市加快产业集群

培育和产业集聚区 %服务业 (两区 )%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建设工作开展情

况& 丁福浩说#

#$%&

年#周口市以重点

项目建设为抓手 #以产业集聚区和服

务业(两区)建设为载体 #以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建设为支撑 # 着力稳增长 %

调结构 %促转型 #加快发展的势头强

劲& 全市共实施省重点项目
#'

个%市

重点项目
##&

个#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

亿元 #同比增长
%",!*

#高于全

省平均增幅
#,#

个百分点& 全市
%$

个

产业集聚区建成项目
")(

个# 新开工

亿元以上项目
'#$

个# 比去年同期增

加
%&'

个&

%$

个服务业(两区)共实施

项目
+&

个 # 累计完成投资
%)#,!

亿

元 #同比增长
%'+,"*

#共入驻规模以

上企业
%%'

家 #实现营业收入
"(,&

亿

元#同比增长
"',%*

& 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已建成了周口大道 % 文昌大道 %武

盛大道等主次干道
%$

余条 #(七纵六

横 )的路网结构基本形成 #商贸物流

金融等产业加快发展&

专题汇报会后 #观摩组一行先后

到郸城县商务中心区 % 太康县产业

集聚区观摩 # 考察了郸城的万洋国

际商贸博览城 %陆鼎国际商贸城 #太

康的河南润泰纺织服饰有限公司纺

织服饰工业园建设项目 % 河南盛鸿

纺织有限公司纺织及服装加工建设

项目 % 万利源棉业有限公司高精梳

紧密赛络纺纱建设项目 % 河南海盟

织造有限公司喷气织机织布项目 %

银鑫棉业有限公司高精梳紧密纺纱

建设项目 % 河南昊晟纺织有限公司

精梳紧密纺纱生产建设项目等 & 一

天的观摩中 #大家边走边看 #边看边

评 & 我市项目建设持续发力 #转型载

体逐步完善 #服务环境更加优良 #集

群实力不断增强给观摩组成员留下

深刻印象 # 并切身感受到周口农业

大 市 嬗 变 为 经 济 大 市 的 (聚 集 之

变 ) #农业大市的图强之变 & 实地了

解了周口产业集聚区 % 服务业 (两

区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 %

从散到聚的化蝶之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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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