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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 丹） 6 月
11 日，市委书记蒿慧杰带领市直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调研我市豫中
南地区性职业教育中心建设，强
调要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举措创
新，狠抓工作落实，加快推进豫
中南地区性职业教育中心建设。
市领导高喜东、李建涛陪同。
蒿慧杰一行先后到漯河职业
技术学院、漯河食品职业学院本
科校区、漯河技师学院、漯河第
一中专新校区、漯河医专新校
区，了解专业及课程设置、办学
特色、招生及就业、校企合作及
产教融合、实训室及实验室建设
等情况，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
报。
当天下午，蒿慧杰主持召开
座谈会，听取各职业院校和市直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的汇报，要求
相关部门进一步增强推进豫中南
地区性职业教育中心建设的信心
和决心，对存在的问题认真研
究，开拓思路，以改革的理念、
开放的胸襟、创新的举措探索解
决方法。就做好下一步工作，蒿
慧杰强调：一要增强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建设豫中南地区性职
业教育中心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
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职业
教育发展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
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总结借鉴发
达国家和地区关于职业教育的成
功经验、先进模式的积极探索，

是推动漯河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
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全市上下要
深化认识，切实增强建设豫中南
地区性职业教育中心的使命感、
责任感和紧迫感，下更大力气推
进职教中心建设。二要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深入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政课教师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
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全国职业
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始终坚持正确的教
育方向，以凝聚人心、完善人
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
人民为工作目标，培养一代又一
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
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奋斗终生的有用人才。三
要坚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要明
确我市职业教育发展定位，办出
特色优势，服务好地方经济发
展，服务好合作企业需求，同时
做好毕业生主要创业就业地对接
服务工作。要优化专业设置，充
分发挥人才智库作用和研发创新
作用，为经济创新驱动发展提供
人才和智力支撑。四要同步提高
规模、层次和质量。探索建立多
元办学格局，充分利用国际国内
优质教育资源，通过吸引企业办
学、校企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
学等方式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规模；支持本地学校提升人才培
养层次，鼓励符合条件的职业院
校专升本、开展中职本科一体化

教育试点等，增强对青年学子和
广大教师的吸引力；深化产教融
合，推进校企合作，积极推进现
代学徒制 和 企 业 新 型 学 徒 制 试
点，加强双师制教师队伍和实
训基地建设，不断提高职业教
育办学质量。五要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强化思

想建设，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广大师
生头脑，确保教育改革发展的
正确方向；加强组织建设，尤
其是基层党支部建设，发挥好
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师生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要把党的领导
贯穿到职业教育各领域全过程，
充分发挥党组织在职业院校中的

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牢牢
把握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权。要全面从严治党，充分发挥
为人师表的示范作用，时刻绷紧
廉政教育这根弦，自觉适应反腐
倡廉新常态，努力营造教育发展
的良好生态。
顾文明、赵志军参加上述活
动。

本报记者

6 月 11 日，市委书记蒿慧杰在漯河医专看望就读的外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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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 （漯河） 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
协同发展高峰论坛举行
魏际刚王国文等作主旨演讲 刘尚进等出席
本报讯 （记者 张军亚 谢
晓龙） 共建物流新枢纽，共谋发
展新动能。6 月 11 日，2019 中国
（漯河） 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协
同发展高峰论坛在市科教文化艺
术中心报告厅举行。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
主任、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魏际
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秘
书长王国文，省交通运输厅副厅
长、省邮政管理局局长林虎，省
商务厅副巡视员费全发，市委副
书记、市长刘尚进，副市长余伟
等出席。
高峰论坛举行前，刘尚进等
会见了魏际刚、王国文、林虎、
费全发，以及中国快递协会副秘

书长焦铮，北京物流与供应链管
理协会秘书长王毅刚，郑州大学
教授、河南电子商务与物流协同
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亮，申通快
递副总裁储志林，圆通速递副总
裁叶锋，德邦物流华中区域总裁
郭金刚，韵达股份物流地产中心
副总经理周长才，中通快递河南
区域总经理张要仁等嘉宾和客
商。
刘尚进代表市委、市政府向
应邀出席高峰论坛的各位嘉宾和
客商表示欢迎和感谢，并简要介
绍了我市食品产业、现代物流业
发展的主要做法和下一步工作基
本思路。他指出，加快食品产
业、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业协同

不是所有的伟大，都在惊天动地的
事件中显现。身患绝症，坦然面对，于
坚守中燃烧平凡的生命，为百姓奉献最
后一丝光和热，一样值得敬佩和怀念。
——题记
■本报记者 张晓甫
通 讯 员 赵明奇
她叫张金丝，和舞阳县莲花镇新时
代焦裕禄式的好扶贫干部王广民相伴走
过了 23 年。6 月 2 日，记者来到张金丝
的家里，见到了今年 45 岁的张金丝。张
金丝向记者回忆起和丈夫王广民在一起
的生活点滴，让记者认识了一个妻子眼
中的好男人、好丈夫。

相爱 23 年 没能相伴到老
“我和广民是大学同学，毕业之后
随他来到舞阳。我们在学校相识相
爱，至今已经 23 年。这 23 年我们家虽
本报新闻热线：1593950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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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我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推进“三链同
构”，促集聚、降成本，推动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举办
这次高峰论坛，为我市借力借智
推动食品产业和电子商务、现代
物流业协同发展搭建了平台、提
供了机遇，衷心希望各位嘉宾、
企业家多为漯河的发展建言献
策、传经送宝，帮助漯河谋划产
业、引进更多的大企业和好项
目。市委、市政府将全力以赴为
企业在漯发展站好台、服好务。
魏际刚、储志林等嘉宾、客
商对我市的区位环境、产业发展

以及各级、各部门的良好服务等
给予高度评价，建议我市紧紧把
握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机遇，围绕
高科技、多元化、综合化、绿色
化、国际化，努力构建具有漯河
特色的现代物流产业体系，推动
食品产业和电子商务、现代物流
业做大规模、开拓新的市场，同
时表示将借助漯河的区位优势，
抢抓机遇布局项目，推动双方合
作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当天的论坛分为创新·迎接
机遇、共享·共赢发展、聚
智·探索未来三个篇章。余伟简
要介绍了我市市情和现代服务业
尤其是电子商务和物流业发展情
况。魏际刚、王国文、赵亮分别

作了主题演讲。在漯投资的物流
企业代表通过百秒秀的新颖方式
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召陵区专题
推介活动结束后，专家学者代
表、企业家代表和召陵区相关负
责人分别围绕物流企业发展、物
流与电子商务协同发展、利用漯
河区位优势打造中原经济区物流
枢纽等分别谈了自己的观点。
最后，刘尚进、林虎、费全
发、余伟等现场见证了召陵区政
府与中国物流学会、中国快递协
会、中国物资储运协会、河南省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河南省电子
商务协会、深圳市物流行业协
会、申通快递、阿里巴巴乡村事
业部、德邦物流等进行的签约。

扶贫结束了，我好好陪陪你和孩子。
现在我得回去，乡里好些人还等着我
呢，贫困群众脱贫、乡里按时摘掉贫困
帽是天大的事。”

来生还是他的妻

对孩子隐瞒病情

——留在王广民妻子心中的记忆
然不富裕但很幸福。”虽然丈夫离开已
经 1 个多月了，但是张金丝仍未能从和
王广民一起生活的惯性中走出来，丈
夫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眼前。
23 年相敬如宾，23 年相依为命。多
年来在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张金丝再
努力也忘却不掉，她仍然觉得丈夫还在
身边。王广民走了，给张金丝留下的是
常年有病的年近 80 的公爹和突患脑梗的
76 岁高龄的婆婆，还有一个正在上学的
儿子。“他多想孝敬父母安度晚年，他
广告办理：313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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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想陪我看尽世间繁华，他多想陪伴儿
子创造美好的明天，但这一切都不能实
现了，他不能履行为人子、为人夫、为
人父的职责了，怎不让我伤心、落
泪……”张金丝说着说着，眼睛就开始
湿润起来。

唯一的家长会
“广民基本上没有给孩子开过家长
会。到孩子高中的关键时期，实在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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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了才答应和我一起去开了一次家长
会。”
2017 年年底，正在上高中的儿子文
理分科要召开家长会，张金丝想让王广
民一起参加，见见老师帮孩子拿个主
意。张金丝跟他说了好几次，王广民才
最终答应。“下午 4 点的家长会我从 1 点
开 始 催 他 ， 结 果 他 还 是 迟 到 了 20 分
钟。”张金丝回忆道，当时老师还说了
丈夫几句：哪有你这样当家长的，自己
孩子的前途都不关心。当天的家长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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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后，王广民在家停留了不到 10 分钟，
在纸上写了几句话，转身递给了张金
丝：“这是我想跟孩子说的心里话，你
替我给他吧。”王广民对妻子张金丝说
完就下楼了。
“他说孩子大了，能够理解父
亲，也能看懂父亲写的内容。”张金丝
告诉记者。2016 年以来，随着脱贫攻
坚战的持久深入开展，丈夫王广民几
乎没休过节假日，没休过一个完整的
周末，每次回来都是笑着对她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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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进主持召开市政府第四十八次服务企业周例会时强调

深化改革开放 强化举措
强化举措创
创新 狠抓工作落实
加快推进豫中南地区性职业教育中心建设

重谋划 重规划 重项目 重服务
扎实推进重点企业倍增工程和专业园区建设

蒿慧杰在调研豫中南地区性职业教育中心建设时强调

本 报 讯 （记 者 张 军
亚） 6 月 10 日 ， 市 委 副 书
记、市长刘尚进主持召开市
政 府 第 48 次 服 务 企 业 周 例
会，专题研究各县区重点企
业倍增工程和专业园区建设
工作。副市长余伟参加。
会上，刘尚进认真听取
了各县区有关情况汇报，对
涉及的项目逐一分析，理思
路，定方向，并就存在问题
予以明确。
刘尚进指出，产业是城
市发展的命脉。各级、各部
门要认真贯彻中央、省有关
要求，心无旁骛谋发展，集
中精力抓落实，按照全市开
放带动工业服务业转型发展
大会部署，一手抓开放招
商 ，扩 增 量 ， 一手抓转 型 升
级，优存量。要通过工业企
业“三大改造”、重点企业倍
增工程、专业园区建设、“小
升规”和“十百千”亿级企
业及产业集群培育工程、服
务企业周例会等“五大抓
手”，全力做大做强主导产业
和重点企业，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刘尚进强调，实施重点
企业倍增工程和专业园区建
设，一要重谋划，谋定后
动。各县区要结合产业基础
和产业优势，突出细分领
域，围绕未来发展趋势，确
定符合自身实际的专业园
区；要围绕延伸链条、转型
升级、补齐短板，与企业共
同深度谋划倍增项目，并使
之成为企业的自觉行动，真
心实意帮助企业实现内涵式
发 展 。 二 要 重规划，多规合
一。要聘请专业机构对专业
园区进行“多规合一”的总
体规划，尤其要突出产业规
划，列出产业树状图，围绕
关键环节招引龙头企业和关
联性强的企业入驻，打造细
分领域的“精品店”，形成完
善的产业生态。三要重项
目，项目为王。要真正把所
有的谋划落实到一个个项目
上，通过项目的具体实施推
动发展。四要重环境，全力
服务。专业园区是产业链与企业集群培育和招商的平台，要完善
园区基础配套设施，做好标准化厂房建设；要不断提升软环境，
市工信、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要强化全局意识，集中土地等要
素资源向专业园区等重点领域倾斜；要根据发展需要，适时引入
产业基金，引导专业园区走产学研融合发展路子；要实施区域环
评、安评等区域评价，降低项目进驻和企业发展成本。在倍增工
程重点企业的选择上，既要注重主导产业、高成长性产业及国家
支持的重点领域、隐形冠军企业，也要注重企业家的人格、胸怀
和格局。对列入倍增工程重点企业的项目，市、县区两级要通过
周例会等平台及时帮助解决遇到的困难，全方位服务重点企业快
速发展。各县区要按照市定倍增工程重点企业的筛选原则和建设
专业园区的思路，进一步深度谋划，比对筛选，加快推进，以一
系列项目的陆续实施夯实未来发展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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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10 日凌晨 4 点，正在沉
睡中的王广民突然开始流鼻血，当时用
各种办法都止不住。张金丝害怕极了，
连夜拉着丈夫去医院。“当时医生给广
民的鼻子做了个止血手术。”张金丝回
忆，鼻子出血止住后，广民就说“没事
了，后天就可以上班了”。张金丝不放
心，一再要求做个全面检查。检查结果
出来得知是肝癌晚期，她完全蒙了，整
个世界一下子变成了灰色。
随后，张金丝跑到北京、上海去咨
询专家。专家们的说法基本上都一样：
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只有做介入
手术延长生命。（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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