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世行贷款项目解放路的施工安排，计划

2019 年 8 月 16 日至 9 月 14 日，将对解放路（山阳

路－东苑路段）快车道进行封闭施工，对普济路道

路交叉口渠化进行半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和行

人提前绕行。施工中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焦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焦作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

2019年8月14日

世行贷款项目解放路施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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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要闻

本报讯（记者邓帆） 8 月
13日下午，副市长王付举带领
我市消防、商务、民政、应急
管理等部门负责同志，对我市
消防工作进行检查督导。

王付举一行先后到丹尼斯
百货、丹尼斯奥斯卡影城、焦
作市康辉养老院、焦作市博物
馆等处，查看消防设施，翻阅
消防台账，观看消防演练，并
对用火、用电等消防管理制度
是否落实到位，安全出口是否
畅通等方面进行了检查。

检查中，王付举指出，各
级各部门要全面掌握当前消防
安全的新形势、新特点、新要
求，创新工作方法，研究工作

措施，不断提升消防工作水
平；要紧盯商场市场、养老
福利机构、学校幼儿园等人
员密集场所，加大监督检查
力度，坚决消除各类火灾隐
患；要进一步健全社会综合应
急救援机制，完善应急救援预
案，加强多部门之间的协同应
急演练，一旦遇到灾情、险
情，确保能够快速响应、科学
处置；要持续推进公共消防基
础设施建设，配齐消防设施和
装备，加强消防队伍演练，全
面提升火灾扑救实战能力，确
保我市安全形势平稳，以更加
优异的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市领导检查消防工作

本报讯（记者杜玲） 8 月
13日下午，副市长薛志杰带领
市水利、教育、应急管理、工
信、南水北调办等部门相关负
责人，到修武县检查督导防汛
工作。

薛志杰一行先后到修武县
山门河万方桥、大沙河常桥
闸、山门河洞湾桥等处，对山
门河、低洼易涝区等河道和重
点防汛部位各类防汛抢险物资
储备和抢险队伍落实情况进行
了实地查看。

督 导 检 查 中，薛志杰强
调，眼下正处于防汛关键时
期，防汛工作形势严峻、责任
重大，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时刻
绷紧防汛这根弦，坚决克服

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按照
属地管理原则，落实好各河
段、各防汛重点部位防汛责
任人的责任，加强对隐患整
改、物资储备等工作的督导；
要汲取往年教训，抓紧弥补漏
洞，完善防汛工作方案和应急
预案，确保科学管用；要有针
对性地开展实战演练，让群众
熟悉预案、执行预案，增强防
灾意识和避灾能力；要严格落
实各级防汛值班责任制，保证
防汛信息及时上传下达，做到
守土有责、尽职尽责，全力以
赴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南水
北调工程一渠清水永续安全
北送。

市领导到修武县督导防汛工作

本报记者 杜 玲

身为广济药业 （孟州） 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兼总经
理，胡勇干坚持质量是命、创新
是魂、科技兴企，始终保持主导
产品生产技术世界领先。如今，
依靠世界领先的生产技术，该公
司的主导产品核黄素 （维生素
B2） 产销量居世界之首，远销欧
洲、美国、东南亚等地。2018
年，该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4.27 亿
元、纳税 1.18 亿元，成为孟州市
排行第二的纳税大户，并推动了
孟州当地玉米深加工行业的快速
发展。

广济药业总部设在湖北省武
穴 市 ， 1999 年 在 深 交 所 上 市 ，
是一家以生产、销售医药原料药
及制剂、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
剂为主的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上市
企业。“公司是我国医药行业在
国内外市场享有盛誉的民族品

牌，主导产品核黄素产销量居世
界前列。”胡勇干说。2006 年，
广济药业总部决定对外投资，考
察了内蒙古、山东、河北的好几
个地方。“当时，孟州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工作，提
出‘地下无资源，把软环境打造
成软资源’的招商理念，吸引了
我们。”胡勇干回忆，“孟州有
三个优势，一是靠近山西省，煤
炭资源有优势；二是空气干燥，
符合核黄素的生产要求；三是玉
米是生产核黄素的原料，孟州玉
米产量高，可保证核黄素生产的
原料供应，减少物流成本。最
终，广济药业总部决定在孟州投
资。”

2007 年，广济药业总部决定
在孟州市投资建设年产2500吨维
生素B2项目，任命胡勇干为项目
筹备组常务副组长，从此他与孟
州结下不解之缘。“该项目于2008
年 3 月开工建设，不到一年就建
成生产线，比预算资金节约了

2000余万元。经过11年的滚动发
展，无论是从效益方面考虑，还
是从成本方面考虑，该项目的优
势现在都充分显现出来，证明我
们投资孟州是正确的选择。”胡勇
干告诉记者。

“我们的原则是把核心技术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去年，我们
在主导产品核黄素生产技术上取
得重大突破，产量比往年提高了
30%。”胡勇干说。为进一步丰富
产品结构，提高综合竞争力，去
年年底，胡勇干主导投资新建了
年产 3000 吨饲料级维生素 B12 项
目。该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总
投资约2.5亿元，建成后形成年产
1000 吨饲料级维生素 B12 生产能
力，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4 亿元、
利税 2 亿元。一期项目投产后，
根据市场情况再启动二期项目建
设。

“创新永不停息、专业成就梦
想”是该公司的核心价值观。胡
勇干2013年参与完成的第三代高

产菌株生产核黄素产业化技术项
目，获得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三
等奖；2016年参与完成的第四代
核黄素高产菌株的构建及发酵技
术研究，获得河南省科学技术成
果奖；2018年主导完成的发酵工
艺的优化与提升项目，使单罐产
量提高了28%。

“安全、环保、质量，是公司
坚守的三条红线。按照‘既要金
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理
念，近年来，我们在环境治理上
投入很大。我们坚信，环保资质
过硬，清洁生产执行到位，企业
才有竞争力。”胡勇干说。近年
来，该公司在环境治理方面已累
计投入5000多万元，实现了安全
环保、稳产高产的目标。

目前，该公司有员工近 300
人。胡勇干说：“在当今经济全球
化的形势下，企业不仅要重视技
术创新，还要重视管理创新，管
理就是效益。”从去年开始，胡勇
干在企业推行 CTPM 精细化管
理，使该公司的技术水平在国内
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同时，
他还千方百计调动员工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为员
工创造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企
业不仅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还
采取各种手段降低劳动强度。”在
该公司上班的赵女士对记者说，

“我每月工资 4000 多元，工作挺
轻松，关键是在家门口就业。如
今，孟州人都抢着到广济药业上
班呢！”

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记市人大代表，广济药业（孟州）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胡勇干

冯金堂，河南淇县人，跟父
亲逃荒落户焦作墙南村，下煤
窑，出苦力，做厨工，当下人，
受尽欺凌虐待，对黑暗社会充满
深仇大恨。1925年春，冯金堂参
加共产党员罗思危办的矿区工人
夜校，懂得了反帝反封建才能有
出路，明白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才会有活路。

按照煤矿大罢工的统一安
排，冯金堂在饱受奴役的厨工、
花匠、佣人中率先发动罢工，
200 多人上街游行，拉开了大罢
工的序幕。1925年年底，在以冯
金堂为首的5人谈判组赴北京与
英国资本家谈判前，工贼拿出
2500 块银元给他，说：年关了，
每人拿上 500 元，先回家过年
吧！冯金堂看穿阴谋，当场拒
绝。谈判中，冯金堂据理力争，
坚持22个复工条件，维护了矿工

利益，英商对其恨之入骨。
在罢工斗争中，冯金堂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河南省
委常委兼焦作特支书记，领导豫
北地下斗争和煤矿工人运动。
一天，他刚从矿区回到住所，一
群匪兵突然闯进来，高喊：“冯金
堂哪儿去了？”矿工们都说不知
道，匪兵就抓住矿工打。藏在后
院夹墙内的冯金堂不忍矿工兄
弟受牵连，走出来高声说：“不要
打了，我就是冯金堂！”敌人如获
至宝，给他戴上脚镣、手铐，作为
要犯送往开封军法监狱。

面对敌人惨无人道的酷刑，
冯金堂毫不畏惧，威武不屈，始
终保守党的秘密。1932年11月的

一个早晨，开封军法监狱里突然
响起一个凄厉的声音：“带共党
要犯冯金堂。”诀别的时刻到
了，狱友们和冯金堂的手紧紧地
握在一起，热泪盈眶。冯金堂拖
着脚镣走出牢房，身后留下斑斑
血迹，狱友们唱起悲壮的《国际
歌》为他送行。

刑 场 上 ， 刽 子 手 恐 吓 道 ：
“我告诉你，人死不会复生，把你
活埋地下，一点一点窒息而死，看
你还当不当共产党。”冯金堂大义
凛然地说：“我也告诉你，共产党
人从来就不怕死！”随后，冯金堂
等人高呼“打倒反动派！”“共产党
万岁！”，英勇就义。
（焦作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供稿）

铮铮铁骨冯金堂

本报讯（记者孙军 实习
生孙双涵） 8 月 13 日上午，由
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图书
馆、焦作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承办，焦作市图书馆协办的河
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工程培
训班开班仪式暨公共数字文化
助力脱贫攻坚现场会在云台山
旅游文化学院举行。省文化和
旅游厅巡视员康洁、省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主
任崔为工、副市长王付举等出
席会议。

开班仪式上，王付举介绍
了我市的具体情况。他表示，
我市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
一步强化“互联网+”思维，

精准对接贫困群众需求，创新
文旅扶贫模式，深入挖掘文旅
融合发展潜力，促进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提档升级。

据了解，此次培训班为期
两天，旨在进一步加强基层公
共数字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帮
助基层图书馆提升管理水平、
创新服务方式，为精准扶贫提
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来自全
省各地的图书馆馆长等 170 余
人参加了培训。

开班仪式后，崔为工以
《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推进
精准扶贫和文旅融合发展》为
题作了第一场报告。

强化“互联网+”思维
创新文旅扶贫模式

本报讯（记者贾定兴） 8
月13日上午，全市“我和我的
祖国”微型党课比赛决赛在焦
作广播电视台 6 号演播厅举
行，来自博爱县、市税务局等
县（市）区和市直单位的12名
选手经过激烈比拼，最终温县
北冷乡政府的郭子瑜获得一等
奖，其他选手分别获得二、三
等奖及优秀奖。

决赛在市爱乐合唱团合唱
的《我和我的祖国》中拉开帷
幕。比赛中，各参赛选手精神
饱满、思维敏捷，紧扣活动主
题，用个人履职敬业、追梦筑
梦、奋斗圆梦的小故事诠释大
道理，充分展示了奋发向上、
积极进取、敢于担当的精神风
貌。来自博爱县月山镇后乔小
学的李开始直言，在他到农村
从事教育工作最困难的时期，

是心中的共产主义信仰激励着
他奋勇前行。来自河南新时代
交通发展集团的赵梦婵，深情
讲述了一家三代人为焦作高速
公路事业无私奉献的故事，令
现场不少观众流下了感动的泪
水。

为激发爱国之情，强化爱
国之志，激励和动员全市广大
干部群众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以新担当展现新作为，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
斗，市委宣传部联合市委组织
部、市直机关工委、市教育
局、市财政局等，在全市广大
党员干部中开展了“我和我的
祖国”微型党课系列活动。

对这次微型党课比赛，各
县（市）区和市直各单位高度重
视、精心组织，经过层层选拔，共
有31名优秀选手进入复赛。

全市“我和我的祖国”
微型党课比赛收官

（上接第一版）站在水生态文明与
永续发展的高度，从构建系统完
善、安全高效、清水绿岸的现代
水利基础设施网络着眼，前瞻性
制订了《武陟县“四水同治”三
年行动计划》，谋划了水资源开发
利用、防洪除涝、水系连通、水
污染防治等“2+8”十大工程，
其中县重点工程 8 个，总投资
15.08亿元。

谋划的省涉及该县的重大水
利项目中，小浪底北岸灌区工程
武陟段涉及 4 个乡镇 57 个行政
村，建成后可灌溉面积 16.56 万
亩；西霞院灌区工程武陟段涉及
6个乡镇 （街道），设计灌溉面积
13.6万亩。

谋划的八大工程是引黄调蓄
及城区生态水系工程、共产主义
渠湿地工程、老蟒河寨上至刘村
段治理工程、农田水利项目县建
设工程、南水北调供水工程、黄
河下游涵闸改建工程、二四区涝
河第三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武
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 （詹店） 污
水处理站建设工程，涵盖生态水
系建设、引黄能力提升、水污染
治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防洪
除涝、水资源开发利用、中水回
用、水质监测等方面，为治水兴
水提供了行动纲领。

没有资金保障的项目就是纸
上谈兵。为破解项目资金难题，
该县在采取 PPP 融资模式的同
时，争取政策资金，整合部门资
金，县、乡自筹资金，多管齐

下，确保了项目落地、资金到位。
高点谋划、高位推动，为项

目顺利实施指明了方向，提供了
强力支撑。

勠力同心，干出治水兴水别
样精彩

“四水同治”在武陟不是嘴上
说说、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而
是说了算、定了干，再大困难也
不变。这是武陟留给记者的最深
印象。

今年全市“四水同治”大幕
开启以来，该县“四个最”为全
市树立了样板：治水兴水行动最
快，动员快、谋划快、项目上马
快；落地项目最多，今年已开工建
设的项目有6个，另有2个即将开
工兴建；投入资金最大，今年计划
投资 4.4 亿元，已完成投资 3.11 亿
元，已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的 77%；
建设效果最好，4个多月就高标准
建成了共产主义渠湿地样板段和
城区水系印象广场等精品工程。

“武陟速度”缘于部门联动。
县水利、住建、发改、财政等部
门一盘棋、一条心、一股劲，推
进了项目建设。在今年实施的八
大工程中，县水利局负责 5 个，
从局领导到职工，发扬“磨破
嘴、跑断腿”的精神，“五+二”

“白+黑”，谋划项目，落实资
金，指导奋战在一线，为一个个
项目快速落地和顺利推进付出了
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武陟速度”缘于建设方、施
工方的苦干实干。承担城区水系

和共产主义渠湿地建设、施工任
务的云南水务建设方和云南五建
施工方，组织精兵强将和各种机
械设备，拉满弓、上满弦，加班
加点，高质量施工，不到半年时
间，就完成了共产主义渠湿地样
板段和城区水系印象广场精品工
程。承担二四区涝河第三污水处
理厂建设任务的北京恩菲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自今年年初动工以
来，严格按照环保施工要求，强
力推进工程建设。在酷暑难耐的
三伏天，职工们冒着35℃以上的
高温坚持施工，不言苦累。

“武陟速度”缘于干部群众的
担当奉献。这些工程涉及很多部
门、很多乡镇和很多城乡居民的
切身利益，他们以大局为重，忠
诚担当，甘于奉献，付出了心血
和汗水，在今年“四水同治”战
役中交出了一张亮丽的成绩单：

“清四乱”专项行动累计清理河道
垃圾 120 余处，拆除违建 15 处，
关闭采砂场 12 处，城区“黑臭
河”全面治理完毕，水质明显改
善；农村污水收集处理，已有46
个村分别采用一体化污水处理设
施、生态湿地、接入城市排污管
网等方式，对生活污水进行有效
处理；农村环卫一体化项目推
进，全县15个乡镇 （街道） 全部
采取市场化运作；工业污染源和
农业污染源治理，已对26家重点
涉水企业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全
面完成了工业企业废水排放达标
整治和截污纳管，拆除关停养殖场

87 家，建成了粤禽和恒康两个大
中型沼气工程。

硕果盈枝，“四水同治”亮点
频现

顶烈日，走城乡，看亮点，
短短半年，武陟“四水同治”已
经取得可喜的成效，不少工程已
经呈现出亮丽的风采。

武陟引黄调蓄及城区水系工
程可谓是该县“四水同治”的大
手笔，采取 PPP 融资建设模式，
总投资 10.8 亿元，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新建库容74万立方米的白马
湖引黄调蓄工程、长 7 公里的白
马河道治理工程、长 1.6 公里的
二干排河道整治工程和滨水走廊
沿线景观工程，将新建15座景观
桥、18处景观节点，新增绿化面
积 52.37 万亩。该项目对于全面
促进全县生态文明建设，增强引
黄调蓄能力，有效提高黄河水资
源开发利用效率，完善生态水系
网络，扩大沿河生态廊道规模，
美化净化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
位，提高人民生活文化水平，实
现经济、社会及生态建设协调发
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
义。

该工程自今年 3 月全线开工
建设以来，一些重要景观节点已
经初见成效。记者在位于创业路
和文化路之间的景观节点印象广
场采访时看到，新开挖的 800 米
长的河道一河清水，微地形堆坡
上种满了绿色植物，木栈道、弧
形廊架、木平台、亲水平台、码

头、喷泉广场均已经建成。登高
远眺，一幅壮美的图景尽览无
余，其气魄之大、景色之美，令
人震撼。

全长 9 公里、宽度 80 米、中
间河道底宽25米的共产主义渠湿
地工程是该县“四水同治”的又
一亮点工程。该工程包括湿地净
化功能区、湿地游览休闲区和湿
地管理服务区，通过潜流湿地和
表流湿地对上游排放的中水进行
净化处理，净化水质、改善水生
态环境，打造绿水景观长廊。

走进长达 1 公里的湿地样板
段，只见一幅水清、岸绿的壮
美图景。约 40 米宽的水面碧波
荡 漾 ， 两 侧 栽 种 的 雪 松 、 栾
树、紫薇、金桂等 20 多个树种
长势喜人，两岸各 3 米宽的彩色
人行步道贯穿南北，造型精致的
景观桥架在水面上，人工浮岛、
纳米曝气机、潜流池、调节池
和沉沙池等净化水质的设施一应
俱全，不少垂钓爱好者正在安
心钓鱼，真是一个养心、游玩
的好地方。

“‘四水同治’在路上。”武
陟县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说，“我们
又谋划了仰韶公园、潭怀公园、
南水北调应急调蓄工程、妙乐寺
引黄调蓄湖、嘉应观水系、三阳
乡水系 6 个工程，目前正在规划
中。我们决心以‘四水同治’为
契机，加快推进重点水利项目的
谋划和落地，推动武陟水利建设
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8月14日，为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展示全市住建系统干部职
工敢担当、勇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市住建局举办了“我和我的
祖国”主题微型党课宣讲比赛。图为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姚广强 摄

辩论大赛进行时辩论大赛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以仁
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8
月14日，全市“学徐州扬州、促
转型发展”辩论赛县 （市） 区县
级组、科级组半决赛精彩上演，
辩出了发展思路，辩出了奋进动
力。武陟县县级代表队、马村区
县级代表队、武陟县科级代表
队、马村县科级队胜出。

由市“学徐州扬州、促转型
发展”主题活动领导小组办公
室、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本次辩论
赛中，县 （市） 区组分为县级组
和科级组，经过10场比赛，博爱

县代表队、武陟县代表队、修武
县代表队、山阳区代表队、马村
区代表队、示范区代表队进入县
级组半决赛，温县代表队、武陟
县代表队、修武县代表队、中站
区代表队、马村区代表队、示范
区代表队进入科级组半决赛。半
决赛中，这几支队伍进行单循环
赛，最终各决出两支队伍晋级决
赛。

当日上午进行了山阳区县级
队和马村区县级队的比赛，山阳
区县级队的观点是“焦作发展现
代高效农业，重在培育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马村区县级队的观点
是“焦作发展现代高效农业，重
在推广先进农业技术”。

立论环节，双方都清楚、明
确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为这场
辩论赛的激烈程度定下基调。紧
接着是更加精彩的攻辩环节，双
方你来我往，都很有气势，赢得
了观众的热烈掌声。但要说到本
次辩论最精彩的地方，还属自由
辩论环节，双方短兵相接，对答
如流，攻得有力，守得稳健。在
双方慷慨激昂地总结陈词后，马
村区县级队成为获胜方。

当日，武陟县县级代表队对
阵博爱县县级代表队、温县科
级代表队对阵武陟县科级代表
队、马村区科级代表队对阵修
武县科级代表队时，辩手们的
表现同样不俗。综观这几场比
赛，少了剑拔弩张、咄咄逼人
的“火药味儿”，多了严密的思
维以及温和的说理方式，充分

体现出辩论中雅的风范，给观
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名辩友
说 ， 通 过 辩 论 赛 中 的 思 想 碰
撞，在全市进一步营造了“对
标先进勇作为、砥砺奋进谱新
篇”的浓厚氛围，为我市建设
全 面 体 现 新 发 展 理 念 示 范 城
市、打造“精致城市、品质焦
作”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下周三，县 （市） 区县级组
及科级组半决赛将继续在焦作广
播电视台 6 号演播厅举行，决出
晋级决赛的队伍，欢迎关注。

全市“学徐州扬州、促转型发展”辩论赛火热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