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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焦娇） 10 月 18
日至 19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
龙庄伟一行莅焦，就我市脱贫攻坚
工作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调研。
民盟河南省委专职副主委柳锋波、
省扶贫办主任史秉锐，市领导王小
平、刘涛、郭鹏、王建修、霍晓丽
陪同调研。

在博爱县寨豁乡探花庄村贫困
户毋志刚和修武县西村乡黑岩村贫
困户杜德全家中，丁仲礼详细询问
他们的家庭情况、致贫原因以及医

疗、养老、生活保障等方面情况。
得知我市通过实行“两定制兜底
线”健康扶贫模式，使贫困户看得
起病、看得好病，丁仲礼给予充分
肯定，并鼓励贫困户坚定脱贫信
心，结合自身实际寻找适合脱贫致
富的新路子。

在探花庄村贫困户毋小窝和黑
岩村贫困户王丑旦家中，丁仲礼与
他们促膝交谈，拉家常、问生计、
算收入。看到他们吃穿不愁、住房
看病都有保障，还通过发展养殖产
业于 2017 年实现脱贫摘帽，丁仲
礼十分欣慰，希望他们继续发展好

自己的养殖产业，把日子越过越红
火，也带领更多贫困户一起脱贫致
富奔小康。

在寨豁乡玄坦庙村冬桃产业扶
贫基地和修武县七贤镇金银花种植
基地，丁仲礼认真了解冬桃和金银
花采摘、销售、产量等情况，听取
博爱县、修武县产业扶贫情况介
绍，叮嘱相关负责人整合特色资源
优势，做好“扶贫+旅游”的文
章，同时在产品质量上多下功夫，
为产业发展壮大创造有利条件。

丁仲礼到博爱县靳家岭知青
村，（下转第二版）

丁仲礼莅焦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调研

本报讯（记者董柏生）自强
不息奋发向上坚守百十载，明德
任责好学力行奋进新时代。在全
国上下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之际，河南理工大学迎来了建
校110周年。10月20日上午，该
校隆重举行“双一流”建设暨建
校 110 周年座谈会，共同回顾学
校百余年来的发展历程，共商学

校“双一流”建设发展大计。
河南省委、省政府向河南理

工大学建校 110 周年发来贺信
（全文另发）。

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省委高校工委书记江凌出席会议
并讲话。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
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
任，浙江省政协原主席、党组书

记李金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王
祥喜；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徐济超，副省长刘伟，省政协副
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州大
学校长刘炯天；第十一届全国人
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河南
省人民政府原常务副省长王明
义；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名誉会

长，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王显政；
中国安全生产协会会长，原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赵铁
锤；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
组长，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副局长闪淳昌及河南省教育厅
党组书记、厅长郑邦山等省直相
关厅局负责人，市领导王小平、
徐衣显、杨娅辉、王建修、宫松
奇、葛探宇、王付举、薛志杰等
出席座谈会。

江凌在讲话中要求河南理工
大学以建校 110 周年为新的起
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全国、
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全面加强党
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
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
力，加快建设一流特色高等大
学，当好全省同类大学内涵式发
展的排头兵。

郑邦山希望河南理工大学传
承兴学育人的价值追求，肩负强校
报国的使命担当，不断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为早日建成国内一流特色
高水平大学勤耕不辍，奋力谱写新
时代河南高等教育的壮丽篇章。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王小平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河
南理工大学百余年来为民族工业

振兴、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
进步作出的突出贡献。他说，当
前，焦作市正在加快建设全面体
现新发展理念示范城市，致力打
造“精致城市、品质焦作”，真诚
欢迎理工大校友回焦创业、追梦
圆梦，热切盼望理工大学子扎根
焦作、建功立业。希望理工大牢
记省委书记王国生在理工大调研
时的殷殷嘱托，勇担使命、立德
树人，为国家创新发展培育英
才、多作贡献；希望理工大继续
发挥优势，深度参与焦作转型发
展，开创校地共赢发展的美好明
天。他表示，焦作市将千方百计
帮助学校解决发展中的困难，为
学校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平台，为
师生生活条件改善提供帮助，为
学校建设国内一流特色高水平大
学创造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

座谈会由河南理工大学党委
书记邹友峰主持，河南理工大学
校长杨小林作了题为《奋进新时
代 砥砺新作为 开启国内一流
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新征程》的
学校发展情况报告。

当日，与会人员参观了河南
理工大学校史馆、办学成就展和历
史文化广场。活动期间，还举行了
河南理工大学协同创新中心、矿业
研究院揭牌暨河南省应急管理厅、
河南理工大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签约仪式，举办了煤矿智能开采与
岩层控制国际学术论坛。①2

河南理工大学举行“双一流”建设
暨建校110周年座谈会

本期人物

本报记者 宁江东

胡新荣，今年 76 岁，曾先后担
任沁阳市第二中学、海泉中学、第一
中学校长。

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40 年，胡
新荣兢兢业业，诲人不倦，荣获
河南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焦作市
优秀共产党员、沁阳市模范校长等
称号。退休后，他心系教育，关心
学生成长成才，并于 2012 年牵头
成立新荣助学基金会，每年拿出10
万元资助贫困家庭学子，目前已累
计捐资 80 万元，帮助近 200 名品
学兼优的贫困家庭学生圆了大学
梦，而他自己和家人却过着省吃
俭用的生活。①2

胡新荣：
爱生如子
大爱无疆

图为胡新荣与贫困家庭学子在
一起。

本报记者 宁江东 摄

昨日，2019 年第三届长岭红叶怀梆文化节
开幕暨焦作市摄影家协会航拍分会成立仪式在修
武县西村乡长岭村举行。

又到欣赏红叶时，漫山遍野的黄栌和红枫交
相辉映，层林尽染。秋季是收获的季节，长岭村
也是喜事连连。长岭红叶怀梆文化节入选 2019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100个乡村文化活动，入选河
南特色旅游村，中国乡村复兴论坛明年春季将在
长岭等村举办。

当日，市摄影家协会航拍分会正式成立。此
次仪式由市传统村落保护协会、市摄影家协会、
市艺术摄影学会主办，长岭村承办。

图为长岭村漫山遍野的红叶。
本报记者 赵耀东 王龙卿 摄影报道

观红叶观红叶 听怀梆听怀梆

本报讯（记者董柏生）“有
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有结对单
位和市里、镇里的帮扶，俺村人稍
微动动脑筋、用把劲就能甩掉贫
困的帽子。范村应该名副其实，
当脱贫致富的模范！”10月12日
下午，看着村口头饰产业园即将
封顶的3栋厂房及其对面正在施
工的文化广场，沁阳市紫陵镇范
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天
良信心满怀。

“第一期 6 栋标准化厂房计
划今年年底投入使用，可容纳
24 个加工户。项目整体投用
后，可带动就业 500 人，给 143
个 贫 困 户 每 年 分 红 1300 元 左
右。加之村里资源、资产、资金
的严格管理使用，俺村今年整体
脱贫没一点问题，集体经济收入

还会有一个大的提升。”张天良
说。

范村基础设施差，集体经济
薄弱，两委班子不健全，是省级
贫困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95 个 793 人。得益于国家政策
的支持和帮扶单位焦作市总工
会、沁阳市水利局以及紫陵镇的
大力帮扶，村里建成了高标准的
党员群众活动中心、爱心驿站、
农民书屋，成立了工会联合会，
硬化了 7000 多平方米道路，美
化亮化绿化了主要街道。同时，
范村发挥头饰产业优势，引领加
工户扩大生产规模，增加用工岗
位，带动就业创业贫困户 86 个
101 人，并帮助 357 名贫困劳动
力实现省内外转移就业，到去年
年底剩余47户157人未脱贫。

帮钱帮物，不如帮助建个好
支部。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最
关键的还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
导班子，有一个好的蓝图和思
路。在去年范村两委换届中，驻
村工作队积极配合紫陵镇引导3
名政治素质高、带富能力强的人
才自荐选举并全部当选，配齐配
强了村两委班子，为范村脱贫攻
坚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在驻村工作队和镇党委、政
府的帮助指导下，范村两委充分
发挥党群议事会和村务监督委员
会作用，盘活集体资产，规范租

用合同和租金收取制度，增加
了集体收入；强力开展“空心
村”治理，打通8条路并全部硬
化，改善了村民出行条件；组
建100余名由党员干部、贫困户
参与的志愿者服务队，每周二
义务清扫街道；建起幸福院和
老年幸福之家微信群，涵盖村
里所有老人的子女，也激发了村
民的爱心善举，提升了村两委的
凝聚力、向心力。

“脱贫致富，没有产业支撑
不行。”张天良说，范村两委着
力做好产业扶贫文章，规划建设
了范村头饰产业园区，为商户提
供规范的加工经营场地，扩大产
业、就业覆盖面，同时加快700
亩沁河滩地开发，发展乡村旅
游，带动第三产业，这两个项目
为村集体每年至少增收 20 万
元。①2

政策给力 帮扶助力 班子有力

范村借力生力增活力

河南理工大学：
值此你校建校110周年之际，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

民政府向你校全体师生和海内外校友致以热烈祝贺和诚挚问
候！

河南理工大学是我省建立最早的高等学校，开创了中国
矿业高等教育的先河。一个多世纪以来，你校秉持“明德任
责”校训，发扬“好学力行”校风，自强不息、奋发向上，
办教育传承文明、育英才泽被华夏。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你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紧跟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步伐，着力拓宽学科专业领域、扩大办学规模、提
升办学层次，为全国能源工业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
批人才，已发展成为一所工科优势突出，安全、地矿学科特
色鲜明的知名大学，成为国家煤炭工业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科技创新基地和安全培训基地。

春华秋实百十载，继往开来续华章。110周年既是你校
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又是一个催人奋进的新起点。希望你校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
育政治属性，擦亮为党育人鲜明底色，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深化办学特色，提高办学质量，加快推进国内一流特色
高水平大学建设，在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中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
2019年10月14日

贺 信

本报讯（记者郭嘉莉） 10
月19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刘涛
带领市住建局、城管局、园林
局和“四城联创”指挥部督导
组相关负责人，到解放区、中
站区实地调研“四城联创”工
作。

刘涛一行深入解放区上白
作街道二百间小区、红太阳家
具城附近、中原小菜市场、新
华街道陶瓷路 9 号和 10 号楼
院，中站区许衡街道李封三
村、李封街道东采煤街小区、
砖厂家属院周边，焦作火车站
等处进行察看，每到一处都认
真查找“四城联创”工作中存
在的薄弱环节，并就现场发现
的问题要求限期整改到位。

调研中，刘涛强调，全市
“四城联创”工作进入关键期、
攻坚期，越到紧要关头，越要
坚定必胜信心。各级各部门要
进一步提振精神、全力冲刺，
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协同配
合，把握有限时间、抓紧补齐
短板，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
作。要紧盯目标、精准施策，
抓牢重点、突破难点，全力解

决老旧楼院和城中村房前屋后
乱堆乱放、道路坑洼不平、楼
道内乱贴乱画、环境卫生差等
问题，完善基础设施，强化公
共服务，明确工作任务，提高
工作效率，确保在最短时间内
对标达标，取得明显成效。要
进一步加强对农 （集） 贸市场
的精细化管理，下大决心、增
加投入，细化措施、提档升
级，规范门店经营秩序，做好
卫生保洁、规范停车、氛围营
造等工作，为群众提供干净的
采购环境。要规范设置建筑工
地围挡，及时清理围挡内的各
类垃圾，长期保持整洁，同时
高标准作好建筑围挡创建内容
的宣传，让建筑围挡成为焦作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焦作火车站，刘涛仔细
察看了候车厅、卫生间、站台
及周边环境。他表示，作为城
市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火车
站要对照标杆学经验，对照标
准找差距，对照差距定措施，
对照措施抓落实，保持交通井
然有序，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做好做优窗口形象。①2

市领导调研“四城联创”工作
图为河南理工大学“双一流”建设暨建校110周年座谈会现场。 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