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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築美麗共築美麗中原夢中原夢
2013全國兩會， 「美麗中國夢」 ，承載了

13億中國人對美好生活的憧憬。
共同信念，由 「夢」 凝聚。
奮進道路，由 「夢」 點亮。
中國夢的話題更是引發了中原兒女的熱議。

地處中原腹地的河南正面臨前所未有的重大
機遇：前不久，國務院批覆《中原經濟區規劃》
，在加快信息化進程中持續探索不以犧牲農業和
糧食、生態和環境為代價的新型城鎮化、新型工
業化、新型農業現代化 「三化」 協調科學發展的

路子獲得國家肯定，肩負中原經濟區建設重任的
河南正在堅定持續求進。用什麼托舉 「中原夢」
，代表委員熱情的建言獻策。

本報記者 蔣敏、段曉燕

全國人大代表，
焦作市委副書記、市
長孫立坤說，參加今
年兩會，最期盼的就
是經濟轉型邁出堅實
步伐。

2012年，是焦作
發展歷史上極不平凡
的一年。在中原經濟
區上升為國家戰略、
河南迎來千載難逢發
展機遇的重要時刻，
河南省政府批准了焦
作市建設中原經濟區

經濟轉型示範市。2012年，焦作人的年度漢字，一
定非 「轉」莫屬。假如增加一項年度詞彙， 「轉型
示範」與 「中原經濟區」必將聯袂奪魁。

孫立坤介紹說，焦作主要經歷了四次轉型，一
是由煤炭採掘向礦山機械等重化工延伸，二是由高
耗能、高排放產業向戰略性新興產業延伸，三是由
工業轉型向一、二、三產業整體轉型延伸，四是由
產業轉型向全面轉型延伸。將發展的視野由地下轉
向地上，由煤炭資源開採轉向旅遊資源開發，以此

為突破口，百年煤城實現了由 「黑色印象」到 「綠
色主題」的轉變。

孫立坤對轉型有深刻的 「硬」理解：發展是
轉型的硬道理；政策是轉型的硬資源；民生是轉型
的硬任務；改革是轉型的硬動力；項目建設是轉型
的硬抓手；服務是轉型的硬環境；一流是轉型的硬
標準。

專家說，建設中原經濟區，河南正在探索走好
「三化」協調科學發展的路子。焦作的 「轉型示範

」，從 「黑色印象」到 「綠色主題」的轉型，從自
然的綠色，到經濟的綠色，到社會的綠色，一直到
人心的綠色，共同構成了科學發展的美好前景。頗
有 「示範」意義，頗具 「破題」效應，令人鼓舞，
讓人振奮。

孫立坤代表說，焦作在轉型中得到了發展，凝
聚了人心。經濟轉型是一個長期、艱巨、複雜的過
程。目前，焦作正處於克難攻堅、不進則退的轉型
「爬坡期」。建設中原經濟區轉型示範市，每一個

焦作人此時此刻都有一種重任在肩、整裝待發的感
覺。而這，也是孫立坤代表心襟激盪的原因所在。
用實幹托起夢想，明天的焦作，天更藍，水更清，
山川更秀美，生態更宜居；物更阜，民更豐，百業
更繁榮，人文更鼎盛。

孫立坤孫立坤：：轉型示範開新篇轉型示範開新篇
「美麗中國」，

離不開安居樂業。全
國人大代表、建業住
宅集團董事長胡葆森
的夢想，就是讓一億
河 南 人 都 住 上 好 房
子。

在中國地產界流
傳這樣一句佳話：
「北有馮侖，南有王

石，中有胡葆森。」
作為行業領跑者，建
業集團和胡葆森在河
南省房地產界有很

大的影響力。
針對2月20日國務院的 「新國五條」出台，再次

重申堅持執行以限購、限貸為核心的樓市調控政策
。胡葆森認為， 「新國五條」是過去兩年國家實行
的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的延續，從積極意義上理解
，是鞏固兩年宏觀調控政策的成果，防止房價出現
階段性反彈，但對於剛需較大的河南而言，房價應
該還有上漲空間。

胡葆森分析說，一件商品的價格，決定因素主
要是看成本。房子也是商品，價格之所以一直上漲
，是因為成本在不斷上升。首先是土地供應，其他
諸如建築材料、勞動力、稅收、銀行利息等都在上

漲，房價上漲是必然趨勢。另外市場的供求關係，
目前河南城鎮化率不夠高，市場沒出現 「供大於求
」，所以房價將會繼續平穩走高。

針對鄭州經適房正式退出保障房序列，胡葆森
認為，這只是說把有效的資源利用到了更有效的方
式上了，這是一種進步。人的一生平均要換4次房子
，剛畢業時租一室的小房就夠了，結婚後換成兩室
一廳，如果有老人一起住的就換成三室兩廳，有更
多的積蓄再做進一步的考慮。20年前，香港只有不
到一成的人自己花錢買房，其餘百分之九十的人租
房或通過銀行貸款買房。對於今後政府保障房建設
，胡葆森建議應該一是按需建造，按需供應；二是
保障性住房要嚴格建設程序和操作規章，有制度支
撐；三是規範准入審核，防範並嚴厲查處騙租騙購
行為。

在 「新國五條」細則中，二手房交易個稅按
20%徵收成為關注焦點。對此，胡葆森認為，過去
本就有針對二手房交易的相關政策。他認為， 「國
五條」對此重點強調，意圖明確，主要是為了打擊
投資投機性購房，遏制其對房價的推波助瀾。

針對建業為什麼一直宅在河南建房子，胡葆森
表示，作為河南的本土企業，扎根河南、為河南人
造好房子，是建業一直以來的使命和追求。也許北
京、上海的項目，一個項目可以掙十個億，但我們
沒有動心，因為河南的房地產市場空間還非常大，
父老鄉親的房子還沒蓋好。

名校1/13的招生
名額，應該屬於河南
孩子；高考應該一年
多考幾次，按最好成
績錄取；加大民辦教
育支持力度，不能讓
民辦學校變成 「後娘
養的」……因為敢於
直面問題，新當選的
全國人大代表、北大
附中河南分校董事長
、校長李光宇，成了
媒體爭相採訪的對象
之一。

李光宇告訴記者， 「敢說是源於對現實狀況的
了解、知識分子 『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傳統以及越
來越寬鬆的輿論氛圍，當然，最根本的是源於人大
代表履職的使命感和責任心。」

教育資源公平，是億萬河南人共同的期盼。李
光宇最關心的，依然是教育公平。李光宇說，建國
以來，河南作為人口大省、農業大省、農民大省，
為國家建設做出了巨大犧牲和重大貢獻。但由於人
口多、名校指標少，導致在考大學時，河南學子要
承受巨大的升學壓力。目前的高考制度仍缺乏機會
平等，飽含地域歧視。河南有一億人口，佔全國的
1/13，按人口比例來分配的話，河南應該有3所985
院校、8所211院校。然而，河南至今沒有一所985
院校，211院校也只有鄭州大學一所。2012年，北

大、清華在在北京錄取了589人，在河南只錄取了
328人，河南人考取北大清華的比例是百萬分之三
，而北京人是五萬分之三，河南孩子比北京孩子困
難20倍。對此，李光宇呼籲，應改革高考制度，實
行全國統一試卷，按人口比例分配北大、清華等
985、211工程名校在各地的錄取名額，中央財政也
應增加對河南教育的支持力度，扶持河南逐步建成
5-10所985、211工程重點大學。

3月9日，李克強副總理參加河南團的討論。談
到向李克強副總理匯報工作，李光宇依然沉浸在激
動之中。他說，當年，正是時任河南省長的李克強
簽署了河南省政府與北京大學的省校合作協議，才
有了北大附中河南分校的扎根河南。至今，12年過
去了，學校辦成了從幼兒園到大學共有在校生三萬
四千人的民辦教育集團，中學部辦成了連續四年考
北大、清華、港大人數全省第一的省示範性高中，
辦成了中國民辦教育十大傑出學校。

「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民辦教育
每一步的發展都非常艱難，格外需要支持，發達國
家的經驗以及中國民辦教育的實踐都告訴我們，經
濟要發展，人才是關鍵，教育是基礎，民辦教育越
強大，這個區域的人才資源也更加豐富多元化，人
才基礎夠牢固，中原經濟區的發展也更有後勁。」
李光宇深有感慨。

今後，李光宇打算要將學校布局到中原經濟區
的各個城市中去，尤其是有省級開發區的地方。他
相信，大家一起努力，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教育會
越來越好。

香港奶粉限購、百
姓對國產奶粉乃至整個
國產食品信心不足，成
為今年兩會代表和委員
們熱議話題之一。全國
人大代表、三全集團董
事長陳澤民說，9日，
李克強參加了河南代表
團審議時，對實現食品
安全，提出了三 「嚴」
標準： 「嚴格的法規，
嚴格的標準，嚴厲的制
裁違法行為的手段！」
並寄語食品企業要做到

「市場無欺，良心無悔」。
陳澤民，三全食品創始人，是一位傳奇的創業者

。他認為食品安全問題不是哪個企業的問題，而是行
業的問題，更是整個國家、社會的問題。每個人都有
責任要來關注、關愛食品安全，使其能夠切實到改進
與進步。陳澤民代表認為，食品安全問題不能迴避、
不能姑息，但應該客觀地看待民族食品企業，讓民族
食品企業能夠直面現實、糾正錯誤，健康發展。而不
應看笑話、更不能刻意的製造問題。

陳澤民代表認為，總的來說，我國食品安全事
故是在逐漸減小，合格率在逐漸增多，食品企業也
在逐漸規範自己的行為。對於食品企業來說，食品
安全是企業的生命。只有將企業作為第一責任人與
第一消費者，把生產的產品拿回去給家裡面人吃，

才能 「市場無欺，良心無悔」。保護食品安全，首
先要重點打擊那些明知故犯、沒有良心的企業，要
用嚴厲的制裁手段。但是那些已經做到了應有的重
視，如果只是因為檢測手段不夠或者是某種其他非
有意的原因，則應抱善意幫助的態度，秉持對企
業負責任，對消費者負責任，對整個行業負責任的
態度，督促幫助企業改正錯誤，進一步完善，最終
引導所有的食品加工企業都能夠得到發展進步。中
國是發展中國家，中國的食品工業也是在發展當中
，我們都希望它發展的越來越好，越來越進步，而
不是在它發展當中將它扼殺掉。不能看笑話，更不
能有意地製造問題。只有食品企業健康發展，只有
食品企業整體提高，公眾才能夠真正處在安全的食
物鏈的環境當中。

近期，三全兩億元收購龍鳳，受到各界關注。
陳澤民告訴記者，三全收購龍鳳食品，是為了

讓兩個品牌都做大做強，從全國布局來講，三全這
幾年都是行業的老大，而龍鳳是創始於台灣、後被
美國亨氏收購的品牌，處在行業中的第四位，也是
一個老字號企業。而且在上海、成都等地，都很有
知名度，是很受到百姓歡迎的一個品牌，因此這次
收購是強強聯合，優勢互補，實現集中採購、集中
生產、集中管理等資源共享優勢。龍鳳也有很多地
方值得三全學習，整體收購後會提高整個企業的核
心競爭能力，互相之間可以更好地學習和幫助， 「
龍鳳」品牌不會消失。

陳澤民代表的夢想，就是天更藍、水更清、國
人吃得更健康。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鄉村醫生馬文芳
，是建議大戶，曾
先後受到胡總和溫
總接見。今年他又
帶來了20多份建議
，這些建議全是圍
繞群眾問題的。
馬文芳說，自己是
農民，咱就說說農
民的事。他提請的
「比照民辦教師，

解決鄉村醫生身份
及待遇決定的」的

議案，盼望赤腳醫生與民辦教師同 「命」。
馬文芳說，從 「赤腳醫生」算起，自己已在河

南通許縣農村當了44年鄉村醫生。此前，他調查過
18個縣，100個村，100個診所，100多個鄉村醫生。
基層醫療工作者最大的問題是收入和養老問題。馬
文芳有兩個兒子，一個兒子就是因為嫌收入低不願
意在家裡做村醫。無奈診所要後繼有人，他經過多
次做工作才留住了另外一個兒子繼承他的鄉村醫療

事業。當然，做村醫的收入遠不如在外打工的那
個。

採訪中馬文芳的手機不斷有人呼入，馬文芳一
邊不停地接通手機，一邊熟練地應答，你是不是讓
我建議改變身份的問題，我明白你的意思。馬文芳
統計，在北京不足兩天的時間裡就接到了100多個
村醫的電話，幾乎都是關於鄉村醫生打來電話關心
這個議案的受重視程度，其中有一個鄉村醫生通過
短信把問題傳遞到馬文芳的手裡，告訴他無論如何
要給上面多提提。

馬文芳說，目前，雖然 「新農合」緩解了老百
姓看病難的問題，但農村離不開鄉村醫生。由於村
醫待遇不合理，養老保險無落，村醫人心思動，
部分村級衛生室關門停辦，出現了一些村醫 「空白
村」，這不僅增加了村民看病難，而且威脅到農村
衛生服務網格的安全。

馬文芳呼籲參照民辦教師的 「身份」改變，將
鄉村醫生的人事關係納入國家統一管理，解決鄉村
醫生後顧之憂。假若村醫和縣、鄉醫院的醫生，都
能享受同等的待遇，中國最廣大的農民才能真正的
在家門口就醫。

全國人大代表、
河南省工商聯副主席
、新怡和集團董事長
王剛在北京出席全國
人大的會議時，公開
表示當前的環保執法
存在以罰代法，成為
個別人牟利的工具，
以及公款吃喝消費應
與行政績效考核相結
合進行改革等一系列
針砭時弊的提案。

談起近期席捲多
地的強霧霾天氣，王

剛代表說，這次帶來的其中一個提案就是關於當前
的環保執法問題。當前很多地方的環境污染治理，
大多以罰為主，甚至成為某個小團體或個人牟利的
工具。在很多地方，環保部門一旦發現一個企業產
生了污染，往往不是要求對方進行整改，而是通過
協商，繳納一部分錢就可以繼續生產，按照現在的
執法環境，誰又敢說霧霾天氣不會以常態的方式出

現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對這種現象就應該改變現有
環保執法環境，從刑事立法上旗幟鮮明地表達國家
嚴厲打擊環境污染的決心，同時對地方環保部門的
有法不遵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

針對當前的公款吃喝現象王剛呼籲，長期以來
，除了涉及貪污受賄外，公款吃喝一直沒有列入犯
罪之列，這也是長期以來公款吃喝等政府浪費不能
得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提案建議，在制度上應
該從上到下盡快把行政成本核算機制引入各級政府
的考核之中，建立既注重結果，又注重成本的現代
行政績效考核體系，把每一項行政行為背後的直接
和間接成本與行為的結果，以及公眾的滿意度等指
標都納入這一體系中。

王剛領導下的新怡和集團，做為一個歷史並不
長久的公司目前累計捐款已達1億4千多萬元，對此
王剛表示，每個企業都有其文化，新怡和的宗旨就
是慈善和愛國。公司目前的業務開到哪兒就把慈善
做到哪兒，而且不簡單是捐錢捐物，而是扶持一種
慈善文化環境。譬如目前公司在很多地方都有捐建
的學校，就是想從孩子培養起一種慈善的精神，傳
播一種愛的信念。

胡葆森胡葆森：：讓一億河南人都住上好房子讓一億河南人都住上好房子

李光宇李光宇：：冀中央加大河南教育投入冀中央加大河南教育投入 陳澤民陳澤民：：讓食品企業健康發展讓食品企業健康發展

馬文芳馬文芳：：赤腳醫生盼與民辦教師同赤腳醫生盼與民辦教師同「「命命」」 王剛王剛：：針砭時弊勇擔代表職責針砭時弊勇擔代表職責

▲孫立坤 ▲胡葆森

▲李光宇
▲陳澤民

▲馬文芳
▲王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