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之心潮澎湃 为之欢欣鼓舞

———从本报近期报道的重点项目建设说开去

郭瑞杰是本报近期报道的项

目建设者中的一员。作为鹤煤集团

6 0 万吨甲醇项目空压厂房的工作

人员， 他每天在厂房待近 1 2 个小

时， 已经很多个星期没有休息了。

和他一样的建设者我市还有很多。

三月的鹤壁，项目建设者正以冲天

的干劲， 释放着干事创业的激情。

这一切，让人心潮澎湃！

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求好求

快的精神境界。 对工作要求高、节

奏快，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精神

境界。 唯有求好，才能达到目标要

求；唯有求快，才能抓住机遇。市委

书记郭迎光在近期一次会议上说，

我市现在推进的城乡结构和产业

结构的调整是战略性的， 刚刚起

步，任重道远。 我们要抢抓战略机

遇，就应当以这些项目建设者为榜

样，发扬只争朝夕的精神。 经过科

学决策程序定下来的事要高标准

加快推进。

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求实的

态度。 近年来，煤化工项目的建设

者们硬是在荒芜的丘陵上筑起了

道路、铺设了管道。 华晨汽车项目

在一片空地上较短时间内生产出

了整车。 他们向人们证明：只要埋

下头来，咬定目标不放松，没有啃

不下的硬骨头！当前项目建设的快

速推进，是一个时期以来打好六大

攻坚战结出的硕果，凝聚着广大干

部群众的心血，也必将极大鼓舞我

们加快两个构建的士气。

眼下，正是推进项目建设的黄

金时节。我们要以刻不容缓的紧迫

感，在项目建设上比起来、赛起来，

一天比一天干得好、一月比一月发

展快。 只有这样，实现率先崛起的

瑰丽愿景才会一步步变为现实。

□

李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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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已有近百家

市级以上畜牧业龙头企业

本报讯 （记者 席波）近日，

河南和谐鹅业有限公司等13家畜牧

企业被市农业产业化领导小组认定

为第八批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至此，我市市级以上畜牧业龙

头企业达到了97家， 其中国家级3

家、省级16家。

近年来， 我市坚持以科技为先

导、以市场为导向、以项目为支撑，

走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之路，发

展培育了一批畜牧业龙头企业，带

动了我市畜牧业又好又快发展。

据统计， 去年全市畜牧业产值

预计49亿元， 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达到58.5%；畜牧加工业产值达到90

亿元，肉、蛋、奶产量分别达到25万

吨、15万吨、10万吨。 按人均畜牧业

产值、肉、蛋、奶产量四项指标综合

评定，我市连续21年居全省首位。畜

牧业已成为我市国民经济的支柱产

业、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导产

业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

热烈祝贺河南省城市

商业银行 2 0 1 1 年工作会议

在我市召开！

抓基础 打攻坚

努力实现教育发展新突破

———访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朝庄

教育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基础

性、先导性和战略性的地位，教育

应该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前面。3

月7日上午， 市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王朝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对如何打造教育发展新优势，

实现教育发展新突破， 使教育走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前

列， 我们进行了深入

思考和科学谋划。

“首先是要进一

步提升基础教育质

量， 为全市中小学生

一生成长和幸福奠定

基础。 ”采访中，王朝

庄侃侃而谈。 基础教

育中的“基础”包含三

层意义： 即要为提高

国民素质打下良好基

础、 为每个人的终身

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同时它也是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

基础。

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基

础。 市教育局将以全面组织实施

“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为契

机，坚持管理与建设并重、规模与

质量并重的原则， 扎实推进学前

教育发展。

（下转第二版）

努力创造新优势

奋力实现新突破

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朝庄。

本报记者 郝爽 通讯员 杨自起 摄

□本报记者 郝爽

市帮太食品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谷物营养早餐项目一期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8亿元，

占投资额的74.3%。 公司负责人表示，要加快工程进度

让群众早日吃上营养早餐

崭新的科研楼和办公楼拔地而起，高

达15米的生产车间主体工程基本完工，隆

隆的轰鸣声中， 运载物料的车辆缓缓进入

工地……3月15日上午9时， 记者步入市帮

太食品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谷物营养早餐

项目一期工程建设工地， 映入眼帘的是繁

忙的建设景象。

总投资8.6亿元、一期投资2.8亿元的市

帮太食品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谷物营养早

餐项目，于2009年10月份开工。“目前已经

完成投资1.8亿元，占投资额的74.3%，工程

进展顺利。我们将加快工程进度，确保一期

工程7月份建成，投

入试生产， 让群众

早日吃上营养早

餐。”帮太食品有限

公司董事长赵伟民信心满怀地说。

记者随赵伟民来到冷库、 恒温库施工

场地。“朝正，你还要再加把劲，力争冷库、

恒温库主体工程5月底完工，6月中旬建

好。 ”“好，我们再充实一下力量，组织工人

交叉施工，坚决按时完成！ ”赵伟民边看边

对冷库、恒温库项目负责人关朝正交代。

在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高15米的生

产车间施工现场，20余名工人正在平整地

面、铺设线路。“小王，一定要严把技术关，

加快工程进度但不能降低施工标准。”拿着

施工图纸的小王叫王国堂， 是公司技术部

门负责人。“请放心，我一定严格监督检查，

保证质量，按时完成任务。 ”（下转第二版）

项目名片

市帮太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 车国胜 摄

□

本报记者 尹新婷 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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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忠诚）3月20

日，河南省城市商业银行2011年工作会

议在鹤壁迎宾馆召开。 省政府金融办

主任孙新雷， 省银监局局长李伏安出

席会议并讲话。 市长丁巍致辞， 省银

监局副局长齐见兴、 副市长刘新勇等

出席会议。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贯彻落实中国

银监会2011年商业银行工作会议和省

银监局2011年工作会议精神，回顾全省

城市商业银行去年的工作，对今年银监

工作面临的形势进行分析，重点工作作

出安排。

丁巍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

对会议在鹤召开表示祝贺，向与会人员

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鹤壁市情及近

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他说，金融

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液， 鹤壁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金融工作，坚持把它放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 关键性、总

体性的重要地位来分析、把握，金融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增强。丁

巍指出，鹤壁金融是发展的金融、开放

的金融、创新的金融、诚信的金融。一是

发展的金融。 一个城市规模的大小，经

济结构的优劣，发展层次的高低，人民

群众的富裕程度，都可以通过金融体现

出来。近几年我市的金融业有了较大发

展，存贷款额大幅度增加，对地方发展

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 二是开放的金

融。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加大了金融

工作的开放力度，更加注重通过多种渠

道借力发展，通过开放得到了更多的资

金，取得了更大的发展。 三是创新的金

融。今年年初的市委全会提出要创造新

优势、实现新突破，市政府第一次常务

会议就研究了创新问题，并在全省率先

创办了政府参与的创业基金，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等，都要求我们创新思维、创新方法等。四是诚信的金融。 市委、市政府历

来高度重视环境尤其是金融环境建设，注重引导社会各界增强诚信意识、

法治意识，像爱护眼睛和生命一样来珍惜、维护好金融环境，努力使金融

更好地为鹤壁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下转第二版）

郭迎光到淇河考察时强调

淇河是鹤壁的生命河

必须始终把生态保护摆在首要位置

本报讯 （记者 李建周）3月19日，在

上午利用周末休息时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

扩大会之后，市委书记郭迎光下午又对淇河

生态治理保护工作进行考察。 市政协原主

席、市淇河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领导小组组

长李福州， 淇滨区区长仝大宏和市水利、环

保、建设、林业等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考察。

对淇河“一河五园”建设，郭迎光十分关

心。 从2008年确定“保护第一、恢复生态，合

理利用、促进发展，适度开发、造福群众”方

针以来，“一河五园”建设进展怎样？ 郭迎光

此次专门来到正在建设中的淇河疏浚减漏

工程、淇河湿地公园实地查看。 新区段南部

的淇河疏浚减漏工程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

象， 了解到该工程已完成河道清理任务，减

漏正在加紧推进，预计今年5月底主体竣工、

6月底全面完工、7月份蓄水时，郭迎光说，现

在离汛期还有3个多月时间，时间很紧，工程

量很大，要展开多个工作面同时施工，派专

人到一线搞好指导督查， 在保证质量前提

下，按照时间节点保证如期完工，使高村坝

启用蓄水，展现旖旎的淇河风光与两岸现代

化的高层建筑交相辉映的秀美景象。了解到

淇河西岸的生态园开发合作协议已经签订，

项目修建性详规和滨河景观带方案正抓紧

设计，郭迎光要求抓住当前植树造林的有利

时机，抓紧完善规划，尽早启动建设，形成四

季常青的原生态景象。 沿途看到，淇水乐园

的会展广场石材铺装已完成1.7万平方米，

广场绿化正在进行； 淇水诗苑以诗经为主

题，融淇河诗文化、淇河风情、鹤壁人文于一

体，正在进行最后的提升工程；淇河森林公

园已经种植形成景观林10余公顷。初春的淇

河湿地公园，万物复苏，杨柳萌芽，流水潺

潺，白鹭、野鸭不时出没。目前湿地公园已造

林绿化678亩，栽植各类苗木5.9万株、蒲草

2.9万株，700亩湿地涵养区全面开工，今年4

月底河道开挖将完成。郭迎光查看了建设情

况， 并与东方今典集团施工负责人亲切交

谈，询问他还有什么困难。郭迎光说，看到眼

前的景色心里很高兴，现在来看搞“一河五

园”建设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随着工作的

深入推进，“一河五园”正逐步成为淇河生态

治理和保护的代名词，还有更多的生态工程

需要规划建设，淇河也会更多地造福群众。

搞好淇河生态，要在建设“一河五园”的

同时， 切实保护好淇河特别是防治好污染。

近期以来，郭迎光接到一些群众来信，反映

淇河污染问题，对此他高度重视，批示有关

部门加大治理力度， 这次又专门来到107国

道淇河桥西的一处排污口现场查看。这里的

污水从哪里来？向淇河内排污的地方还有哪

些，主要的污染源是什么？ 郭迎光边查看排

污口，边了解有关情况，与有关人员现场研

究解决办法。 得知淇河工业污染、水源地污

染已经得到防治，郭迎光说，这样保护淇河

的底线就守住了，下一步要下决心解决生活

污染问题。 在这方面，必须牢固树立从严的

思想，不能打折扣，不能降标准。要迅速摸清

底数，制定五年治理计划，针对每一个点的

情况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按照先易后难、

先急后缓的原则，统筹安排，分步实施，彻底

解决，今年首先要谋划论证治理项目，抓紧

启动。 在搞好治理的同时，必须把管理跟上

去。治理很重要，管理也不可放松。如果只是

把治理搞好了，管理不到位，那治理的效果

就无法巩固。 （下转第二版）

3 月 1 9 日 , 市委书记郭迎光（左二）和市政协原主席、市淇河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领导小组组长李福州（左四）到淇河考察

生态保护和两岸绿化工作。 本报记者 袁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