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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郭树勋

50年前，从怀川大地、沁河岸边走
出去的一位农村娃，如今已是满头白发。

40多年的军旅生涯，一名寒门农家
子弟步入军营，淬炼人生，成长为共和
国少将，铸就了从普通士兵到将军的传
奇人生。

年近七旬，已经退休多年的他，如
今依然精神抖擞，神采奕奕。

“我就是一个农村孩子，对我一生影
响最大的是父亲、母亲，我的班长，我
的首长。”1月24日，在北京焦作企业商
会的办公室里，谢立宏将军给记者聊起

自己的从军经历时说。
共和国诞生的第二年，他出生在武

陟县小董乡的沁阳村。父亲是乡间有名
的裁缝手艺人。在他的记忆里，父亲对
子女的管教特别严格，而对乡亲们则乐
于助人，乐善好施。

1968 年 4 月，初中毕业回到村里参
加生产劳动的他报名参军，前来家访的
军官看到他正在往地里挑粪，就一眼相
中：“这个壮小伙儿能吃苦，不怕脏，是
块当兵的料。”

他当兵走的那一年，父亲去世，几
年前母亲也离去。谢立宏清晰地记起当
时入伍离开父母的情景。入伍那天，父
亲送给他一条塑料腰带，母亲送了一程

又一程，边走边说：“出门在外，对人要
好，‘芝麻点儿恩别忘掉，吃点儿亏睡好
觉’，老话老理到啥时候也管用！”母亲
的话成为他一生工作和生活的座右铭。

谢立宏告诉记者，他一路走来也多有
坎坷，成长进步有自己的努力和付出，更
多的是各级组织和领导的教育培养。

在连队当兵时，一天夜里在40多米
高的桥墩上作业，天寒地冻，搅拌车倒
往吊斗的铁板上水泥凝固多了，影响施
工进展，班长抬起铁板的一头，让他用
铁锤敲击铁板，让水泥和铁板分离，恍
惚中锤头突然脱落飞出，一下砸到班长
脸上。班长顿时嘴唇破裂，鲜血直流。
当他怀着负罪感去医院看望班长时，班

长则挥挥手说：“我是已结婚的人，不
怕找不到媳妇，你还年轻，好好干！”
说得他流泪满面。豁达、淳朴、厚道、
率直的班长，一直是鼓舞他发奋前进的
榜样。（下转第二版）

谢立宏：但以此身报春晖

谢立宏，中共党员，1950
年 10 月生，河南焦作人。硕士
研究生，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政
委，少将军衔。1968 年 4 月入
伍，先后在军委铁道兵、总政治
部办公厅、解放军艺术学院工
作，历任战士、政治指导员、师
团宣传干事、铁道兵首长秘书、
总政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解放
军艺术学院政治部主任、解放军
艺术学院政委等职。现任中华五
千年动画文化工程促进会主席、
北京焦作企业商会会长。

谢立宏正在接受采访。 本报特派记者 郭树勋 摄 谢立宏寄语焦作。 车 璇 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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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郭树勋、付凯
明） 记者从昨日召开的示范区
2019 年经济工作会议获悉，示范
区对高质量发展制造业的先进企业
进行隆重表彰，发放奖金 1622 万
元，是历年来最多的一年。其中，
蒙牛乳业（焦作）有限公司一举夺
魁获得奖金749万元，明仁药业获
得281万元，天宝桓祥获得188万
元，科瑞森获得156万元。

据悉，2018 年，在市委、市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示范区上下认真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

持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发展实现了新跨越，涌现出
了一批优秀企业。为鼓励先进、树
立典型，示范区决定对焦作天宝桓
祥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等创新发展先
进企业、焦作科瑞森重装股份有限
公司等“三大改造”先进企业、蒙
牛乳业（焦作）有限公司等项目建
设先进企业予以表彰，给予 1622
万元的资金奖励。

创新发展先进企业奖金为163
万元，分别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首台套装备、创新平台、专利认
定、“小升规”进行奖励；“三大改

造”先进企业奖金为287万元，分
别对国家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国
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省级智
能车间、智能化改造项目、机器换
人进行奖励；项目建设先进企业奖
金为 1172 万元，分别对焦作市明
仁天然药物有限责任公司年产1亿
瓶高端无气苏打水生产线项目、焦
作天宝桓祥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00万片金刚石复合片项目、焦作
市恒森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20
亿套高端饮品包装项目、蒙牛乳业
（焦作） 有限公司、河南时代牧人
畜牧设备有限公司进行奖励。①5

示范区1622万元重奖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先进企业

本报讯（记者董柏生）为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
十届八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十一届
九次全会精神，进一步推动企业
转型，支持企业发展，昨日上
午，我市举行全市十大工业重点
项目及重点企业负责人座谈会，
倾听企业家心声，了解企业需
求，共同探讨梳理今年企业发展
的思路举措，共商高质量发展大
计。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王小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希
望广大企业家坚定信心、鼓足拼
劲，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打造
精致城市、品质焦作增色添彩。
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主持会
议，市领导杨娅辉、胡小平、王
建修、牛书军、汪习武、葛探
宇、孙起鹏出席会议。

市领导与企业家一起参观了
龙蟒佰利联年产20万吨氯化法钛
白粉生产线，了解了企业转型及
基层党建工作。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龙
蟒佰利联、中原内配集团、焦煤
集团、多氟多等 13 家企业负责
人，围绕生产经营、项目建设、
发展规划进行了发言，并提出了
工作建议。

王小平对企业发展和企业家
作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他
说，焦作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工
业的强力支撑，焦作的经济转型
离不开工业项目的卓越贡献，焦
作的城市形象离不开工业的品牌

塑造。我市工业企业数量较多、
质量较好，产业实力较强、集聚
度较高，经济外向度较高，企业
家和产业工人素质较高，对GDP
和税收贡献大，为全市经济平稳
发展起到了基础性、决定性的作
用，是焦作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
量。近年来，我市强力推进工业
十大重点项目建设，按照“围绕
一个主导产品、配套一批企业、
建成一个园区、打造一个千亿产
业集群”的思路，实施大企业集
团培育“1020”工程，支持企业
延链补链、建链强链，鼓励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在技术人才引
进、产学研用等方面积极牵线搭
桥，帮助企业提高科技创新能
力，加快了企业转型升级步伐。
希望新的一年里，广大企业能够
在各自的领域砥砺前行，继续做
大做强，多出明星产品，多出亮
眼成绩，不断擦亮“焦作制造”
这块金字招牌。

王小平强调，焦作高质量发
展的新征程，精致城市、品质焦
作的新愿景，“焦作制造”“焦作
创造”的新辉煌，离不开企业的
深耕细作。希望广大企业家在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复杂
形势下，要看准趋势，抢占制高
点、形成新动能，化“危”为

“机”。要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加
大关键技术攻关力度，提升企业
核心竞争力，不断向产业链、创
新链、价值链高端攀升，打造独
具特色的知名品牌，努力成为行
业的标杆和示范。要发挥主观能
动性，用足用好现行政策，从政
策中发现商机、抓住商机。要重

视资本市场，加强资本运作，为
企业进一步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要持续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良好
的商业声誉，营造健康的企业文
化，努力做爱国敬业、回报社
会、遵纪守法、崇德守信、创新
创业、不懈奋斗的企业家典范。

王小平强调，焦作的工业腾
飞离不开优良的发展环境。各级
各部门要始终把服务企业发展放
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到行动
上，要努力打造健康良好的金融
生态，深化“放管服”改革，加
快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进一
步优化企业周边环境，让企业专
心致志谋发展。

徐衣显在讲话中寄语广大企
业家，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心
无旁骛攻主业。制造业是焦作工
业的基础和优势。要抢抓国家、
省大力发展制造业的有利政策机
遇，坚定发展信心决心，坚持大
企业培育不动摇，以产业高端
化、技术尖端化、质量顶端化为
方向，聚焦本源、专注主业，做
大增量、做优存量，延伸拓展主
营业务产业链条，打造有竞争力
的主业，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二要抢前抓
早谋项目。认真研究国家、省最
新产业政策、投资导向和投资重
点，善于识别和捕捉市场机遇，
高起点、高站位、高远见谋划筛
选，加快实施一批“高、精、
特、新”产业项目，不断提升产
业发展层次，以项目推陈出新促
进企业技术升级、结构调整、增
强后劲。三要坚持不懈抓创新。
发挥主体作用，（下转第二版）

市十大工业重点项目及重点企业负责人座谈会召开
王小平徐衣显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杨丽娜） 昨日下
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带队
先后到省银保监局、国家知识产权
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河南中心，
与省银保监局党委书记焦清平、党
委委员李焕亭，审协河南中心主任
刘志会、副主任石晓东等座谈，分
别就加强金融风险防控、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农合机构改制、推进智
慧金融服务平台建设，知识产权专
利导航、知识产权大数据分析、知
识产权人才培训、知识产权项目合
作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沟通对接。市
委常委、副市长汪习武一同参加。

座谈中，徐衣显对省银保监局
长期以来给予焦作的帮助支持表示
衷心感谢。他说，在省银保监局的
正确领导下，我市银保监局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在防控金融风险、服
务实体经济发展中作出了突出贡
献。我市金融形势稳中向好、好中
见优。我们也积极探索创新，坚持
政府主导，以服务为本、以信用建
设为核心，着力打造了旨在智于解
难、慧于创新的智慧金服公司，去
年组织 28 场政金企对接、指导银行
业金融机构发放贷款108亿元，得到
了省内外的广泛关注，可以说是符
合党中央“巩固、增强、提升、畅
通”八字方针的，是搭建政府、金
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畅通通道的典型
案例，希望省银保监局进一步帮助
我们完善提升、宣传推广；农信社
改制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希望
继续关心、支持，力争早日挂牌运
营。同时，希望省局把焦作作为金
融创新试点，拓宽合作领域，建立
战略合作机制，实现双方共赢。

焦 清 平 说 ， 焦 作 经 济 基 础 较
好，未来发展可期。河南银保监局
始终坚持新发展理念，在防范金融
风险的同时，坚持高质量发展要
求，全面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
效，坚定不移地推动金融机构深化
改革。下一步，河南银保监局将安
排到焦作智慧金服等项目开展调
研，不断促进经济与金融的深度融
合，探索更多更好的金融创新经
验。同时，将持续推进焦作农信社
改制工作，进一步健全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在审协河南中心，徐衣显说，知识产权保护是国家重大发展
战略，既要保护好发明人的合法权益，又不能损害整个社会的创
造积极性。知识产权保护是后工业时期显著特征之一，核心关键
专利某种程度上关系高技术企业的生死存亡。去年10月与中心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后，双方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希望
今年进一步落实合作协议，在打造一流审协河南中心社会服务
（焦作）工作站、加强孟州汽车零配件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实验区
建设、开展焦作重点产业专利态势分析、加强知识产权人才培养
等方面深化合作，促进相关项目早日落地。同时，希望中心发挥
科技、人才、信息、品牌等优势，参与焦作智慧金服平台建设，
提高技术、提升品牌，共同完善、共同发展。

刘志会表示，审协河南中心将紧扣焦作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主动配合市委、市政府的重点工作，积极落实合作协议，助力焦
作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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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徐金华）昨
日上午，市太极拳协会第三届
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
产生了新一届协会会长、副会
长、秘书长和党建联络员等。
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王明德当
选为新一届太极拳协会会长。
市委副书记刘涛出席大会并讲
话，副市长牛炎平主持大会。

刘涛代表市委、市政府对
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他指
出，中华太极文化是焦作人民
奉献给全世界的文化瑰宝。近
年来，市太极拳协会在市委、
市政府的重视关心和各级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充分依托太极
圣地的独特优势，大力发挥协
会平台的交流促进作用，围绕
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组
织开展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卓有成效的主题活
动，为普及推广太极拳运动，
提高群众健康水平，传承和弘

扬中华太极文化作出了积极贡
献。他希望，新一届太极拳协会
要以这次会员代表大会为契机，
立足优势、创新举措，整合挖掘
优质资源，弘扬太极文化，传授
太极理念，推广太极养生，发展
太极产业，全面推动太极拳事
业再创新辉煌。各级各部门要
大力支持太极拳协会的工作，
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
务本领，拓展服务内容，提升
服务质量，共同推动太极拳协
会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刘涛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努力推
动太极拳事业健康持续发展，共
同书写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
念的示范城市，推动高质量发
展，致力打造精致城市、品质
焦作的新篇章。①5

市太极拳协会
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小平，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等领导在龙蟒佰利联年产20
万吨氯化法钛白粉生产线参观。 本报记者 刘 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