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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7日同圭
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统阿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建交 50年来，中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双方政治互信日益深化，务实合作成效显著。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两国人民同舟共济、守望相助，谱写了中圭友谊
新篇章。我高度重视中圭关系发展，愿同阿里总统一道努

力，以建交 50 周年为契机，推动中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
阶，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阿里表示，圭亚那在英语加勒比地区率先同中国建交，
坚定恪守一个中国政策。50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
等互利，传统友好关系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圭亚那愿以圭
中建交50周年为契机，不断深化两国友谊。

习近平同圭亚那总统阿里
就中圭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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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天大树，离不开肥沃的水土；发
展经济，离不开优良的生态。

省委书记楼阳生在商丘调研时要
求，要打造一流创新生态产业生态。发
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汇聚创新要素，
把研发重点落在突破“卡脖子”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迭代性技术、颠覆性技
术，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有机
耦合，找准补链延链强链的突破口、着
力点，推动集群发展、生态发展，提升
产业聚集度和竞争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站在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交汇点上，面对系
列重大机遇和区域发展挑战，商丘迫切
需要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深入推进
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从优化政务
环境、市场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破除
一切束缚创新的桎梏，打造一流创新生

态产业生态，把创新驱动的新引擎全速
发动起来，真正让创新成为我市角逐区
域竞争、提升发展位势、塑造发展优势
的动力源泉。

柘城的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
司，注重创新发展，在国内较早实现IC
芯片超精加工用特种异型八面体金刚石
尖晶批量化生产，2021年成功在A股上
市；睢县制鞋企业，手工针车换成电脑
针车，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民权
县高新区，20 余家企业实施“机器换
人”工程……近几年，我市不断完善
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生态正逐渐
向好，科技型企业也日渐增多。但与
发达地区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我
们必须保持清醒认识，要以时不我待
的心态、脚踏实地的状态，为各类创
新 主 体 提 供 充 足 的 阳 光 、 丰 沛 的 雨
露、肥沃的土壤，让力量钻石这样的

创新性企业不断涌现、发展壮大。
汇聚创新要素，加快打造一流创

新生态。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以企业
为主体，大学、科研机构、政府、金
融等中介服务机构为系统要素载体的
复杂网络结构，近年来我市通过建设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40 家，建成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5 家，省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 4 家，建立省级新型研
发机构 4 家，在河南省辖市中率先建
立 商 丘 科 学 院 ， 有 力 推 进 了 科 技 创
新。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通过组织间的
网络协作，深入整合人力、技术、信
息、资本等创新要素，实现创新因子
有效汇聚，为网络中各个主体带来价
值创造，实现各个主体的可持续发展。

补链延链强链，加快打造一流产
业生态。梁园区围绕制药产业全力完
善产业链，初步形成了集医药研发—

生产—包装—物流—销售为一体的完
整产业链条；夏邑县围绕纺织产业做
文章，“棉、化纤—纺纱—织布—染整
—面料—服装、箱包”完整的产业链
条 已 成 规 模 。 实 践 证 明 ， 产 业 链 越
长，集聚效应就越强；产业越协同，

“化学反应”就越好。我们要统筹抓好
补链、延链、强链，强化“龙头”引
领、园区聚合、平台互联，打造出一
个个体系完整的产业生态圈，让企业

“足不出户”即可满足配套需求，真正
让我市的产业更优、生态更好、核心
竞争力更强。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
竞自由”，这是人们向往的自然生态，
也是我们更好发展所需的一流创新生
态。“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这是夏日的动人景象，也是我们
打造一流产业生态的美好愿景。

加快打造一流创新生态产业生态
本报评论员

根据公告，柘城县惠丰钻石股份
有限公司将于 6月 29日启动打新，发行
价格28.18元每股。这是继去年河南省力
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柘城县又
一家进入证券市场的超硬材料企业。

在产业发展中，柘城县委县政府坚
定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真金
白银支持、鼓励企业创新发展。即将
上市的柘城县惠丰钻石股份有限公
司，被国家工信部授予专精特新“小
巨人”称号，“人造单晶金刚石微粉”
产品被国家工信部确定为制造业单项
冠军产品。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
公司研发生产的 IC 芯片超精加工用特
种异型八面体金刚石，打破了国外垄
断，解决了我国芯片加工在这一领域
的“卡脖子”问题。商丘美兰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的细胞悬浮培养等兽用疫
苗制造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并实
现了产业化推广应用。

出生于 1988 年的陈正威是河南力
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的主
任。企业的竞争，核心就是科研创新
能力的竞争。公司在挺进白钻领域的
时候，陈正威承担起研发任务。当
时，陈正威的研发成果甚至关系着公
司的前途命运。通过成百上千次的实
验，陈正威最终攻克了白钻的关键技
术，为公司的跨越发展打开了坦途。
近几年来，陈正威和他的研发团队，
先后获国家专利 10 余项，其中发明专
利 2 项，获省市科研成果 4 项，他于
2021 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正是
不断取得的科研成果，在关键技术和
重要领域不断进行创新驱动发展，力
量钻石才能一直站在产业发展前沿，
成为柘城县超硬材料产业发展的领军
企业。

在整个超硬材料产业发展中，柘
城县坚定贯彻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着力推进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
全覆盖，鼓励建设自主研发基地。目
前，柘城县已经与中南大学、吉林大
学、郑州大学、河南工业大学、郑州

“三磨所”等 20 余家高等院校和科研
院所合作，建成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15 家，省重点实验室 1 家，院士工
作站 1 家。科研创新的累累硕果，助
力柘城县超硬材料产业逐渐建成了全
国创新发展的高地。

继河南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
柘城县惠丰钻石股份有限公司之后，
商丘美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有望成为
柘城县第三家上市的企业。商丘美兰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现在已经发展成为
一家从事动物保健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与服务的综合性企业集团。拥有 1
家研究机构和 4 个医药产业园，总占
地面积 500 余亩，拥有 GMP 生产线 48
条。产品涵盖生物疫苗、药物制剂、
饲料添加剂 3大板块 200多种，年产值
6亿元。（下转8版）

柘城：创新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蒋友胜

本报讯（记者 李道军） 6月 27日上
午，市委书记李国胜到虞城县调研防汛抗
灾和企业生产工作，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防
汛抗灾各项工作，全力以赴稳住经济大
盘，确保实现“双过半”。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金启参加
调研。

27 日 6 时 37 分，虞城县气象台发布
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该县迅速启动Ⅲ级

应急响应，对中小学校、险工险段、铁
路涵洞等重点部位采取了紧急防汛避险
措施。

李国胜实地查看了县城部分道路积
水、企业厂区和学校防汛情况，要求始
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
全省防汛视频调度会精神，加强积水路
段巡查，严防溺水、触电等事故发生。
要精准预测预报雨情、水情、汛情，加
强联动会商、精准指挥调度，做到雨情

一天不止、思想一刻不松、防汛一刻不
停。要以保过程降雨安全保汛期安全，
把应急避险、应急抢险牢牢抓在手上，
坚决守住防汛工作金标准。要实施“美
好城市”工程，加快积水点改造，补齐
城市发展短板，确保汛期安全。

在通达专用车辆制造有限公司，李
国胜边实地查看，边询问企业产能、销
售收入、研发投入等情况，鼓励企业坚
定发展信心，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

前提下，开足马力生产，努力实现稳产
满产。同时，立足当前，谋划长远，加
大科技创新投入，壮大企业规模，提升
产品档次，不断增强企业竞争力，提高
市场占有率。李国胜强调，要落实好国
务院、省、市助企纾困解难政策措施，
坚持企业为本、服务为先，深入开展

“万人助万企”活动和“企业服务日”活
动，真心实意为企业纾难解困，让企业
家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李国胜到虞城县调研防汛抗灾和企业生产工作

统筹发展和安全
全力以赴稳经济促增长

——省委书记楼阳生莅商调研之路回访③

建设对外开放桥头堡
打造枢纽经济新高地

紫荆花开正烂漫 踔厉奋发启新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香港发展纪实 ▶▶8版 要闻

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
局，要维护国家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
秘密，促进数据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
统筹推进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
治理，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习近平2022年6月22日在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

本报讯（记者 祁博） 6月27日，全市政银企合作对
接会召开，在市行政中心主会场和各县（市、区）分会
场，政府、银行、企业三方齐聚一堂，推介项目、介绍
产品、签订协议，总金额达 104亿元的 83个银企对接项
目的顺利签约，拉开了我市政银企常态化对接合作的序
幕。市长摆向阳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袁道强主持。

摆向阳指出，开展政银企常态化对接合作，对全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极端重要的作用。政府、银行、
企业要深入研究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和地方中心工作，
找准合作契合点，推进银企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摆向阳要求，要主动作为，抢抓各级稳经济大盘政
策机遇。要强化政策研究，做好项目谋划，搭建服务平
台，用好金融杠杆，对照支持点找出结合点，进一步扩
大信贷总量，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机制，以时不我
待的工作状态推进我市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稳中向快。
要科学谋划，提高资金使用成效。围绕国家、省、市稳
经济大盘一揽子政策，针对城市有机更新、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园区建设等进行细之又细地谋划，寻找项目空
间，强化协调对接，加大金融保障力度，为经济发展提
供有力支持。要精准服务，着力构建畅通快捷的银企对

接平台。要建立银企对接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项目推
介展示，打造线上对接平台，做好线上线下互动，及时
解决银企对接中存在的困难问题。

摆向阳强调，要弹好钢琴，统筹推进各项工作。瞄
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加大经济运行调度力
度。强化项目谋划，做好国家债券资金和政策性资金的
争取和利用工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驻地招商，
深耕招商项目，做好整产业园、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招
商。守牢疫情防控、安全生产、防汛安全底线，以更加
细致的工作保障社会大局稳定。

全市政银企合作对接会召开
签约83个项目，总金额104亿元

本报讯（记者 李道军） 6月 27日，
市委书记李国胜主持召开全市经济运行
调度周例会，分析经济运行形势，就稳
经济促增长、确保实现“双过半”进行
调度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摆向阳讲
话。市领导王金启、梁万涛、潘峰、袁
道强、薛凤林出席。

李国胜强调，要全力以赴稳大盘、
扩投资、促增长，确保实现“双过半”。
持之以恒落实好国家、省稳经济一揽子
政策措施，尤其是助企纾困解难的政策
措施，积极争取政策项目和资金，用好
政策红利，提振市场消费，释放发展活
力，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推动经济企稳
回升向好。要聚焦聚力做好重点领域、
行业、企业、单位的精准调度，加强对

“四上”企业特别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调度，用足用好“四保”企业白名单，
以重点调度推动政策措施落地见效。要
持续加大开放招商力度，支持龙头企业
加快发展，保障产业链供应链衔接顺畅
安全，进一步做大总量、提高质量、优
化结构，夯实稳经济的根基。要深化统
计基础能力建设，加强联网直报工作，
确保发展数据应统尽统。

摆向阳要求，要咬定目标不动摇，
突出对标补短，强化提速进位，制定针
对性措施，精准发力，推动各项指标任
务完成达标，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
过半。要敏锐发现问题，切实增强经济
指标调度的精准性，积极深入一线、深
入企业，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督导整
改，确保优势指标继续保持、中游指标
争先进位、落后指标迎头赶上。要持续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利用当前疫情形势
逐渐平稳的有利时机，积极外出招商引
资，力争在整产业链、整产业园、整产
业集群引进上取得新突破，不断提升产
业聚集度和竞争力。

会议通报了经济运行情况，有关市
直部门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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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进行研发工作的力量钻石股份有
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陈正威。

与许世友上将结缘的老班长、86岁老人张吉生的军旅情：

“我们家三代从军
就是为了保家卫国”

▶▶2版 要闻

本报讯（记者 吴海良）6月27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曾昭
宝以《敬·静·净 上·止·正——做忠诚担当干净干事的党员干部》
为题，为市政协机关全体党员干部上了一堂党课。市政协副主席
王清辰主持，市政协副主席刘明亮、李瑞华、张树仁和秘书长王伟
出席。

曾昭宝从敬畏、沉静、干净、上进、停止、守正等六个方面，就
如何做一名忠诚担当干净干事的党员干部，旁征博引，深入浅出，
为大家上了一堂精彩生动的党课。

曾昭宝指出，敬，就是恭敬、敬畏，要敬畏权力、敬畏事业、敬
畏人民、敬畏自然。静，是清静、沉静，要静心读书、静心思考、静心
做事。净，就是干净、纯净，要思想干净、用权干净、生活干净，要做
到慎独、慎友、慎言、慎怨。上，即是上进，必须要有远大的志向、既
定的目标、良好的作风、过硬的本领，要忍得住孤独、顶得住压力、
受得起痛苦、扑得下身子。要有战略能力、把握机会的能力、办事
能力、行动能力、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止，是停止，既要心中有

“界”，还要心中有“戒”，在“界”和“戒”面前行有所止，守得住底线。
正，是守正，一定要有浩然之气，一定要对党绝对忠诚。

曾昭宝强调，高质量建设现代化商丘，高水平实现现代化商
丘，能力是基础，作风是保障。作为党员干部，要如何做、做什么，
才能使商丘在全省“两个确保”大局中奋勇当先，更加出彩?唯有
做到忠诚、担当、干净、干事。

聆听报告后，大家纷纷表示，要对照党课要求，深入查找自身
的不足和差距，明确整改措施和努力方向，以政治素养的提升、履
职能力的提高、工作作风的转变，助力政协工作提质增效，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市政协主席曾昭宝

为市政协机关
党员干部上党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