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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腹地—驻马店产业转移理想家园
驻马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产业集聚区）欢迎你

——豫南地区首家二星级产业集聚区；
——河南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园区；
——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中原地区对外开放、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主平台。

联 系 人：王洪斌 15093566999 0396-3829989
邮 箱：zmdgyjjq@126.com 邮编：463000
联系地址：河南省驻马店市产业集聚区管委会招商处

笑迎八方客，诚邀四海
宾。驻马店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诚邀国内外有识之士共
谋发展，共创辉煌，共圆美好
中国梦！

得中原者得天下！
驻马店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欢迎您！

园区

化工园区

医药园区

新材料园区

农产品加工园区

高新技术园区

现代物流园区

位置

园区北部

园区中部

园区西部

园区中东部

园区东南部

园区西南部

规划面积

12000亩

6000亩

6000亩

4000亩

5000亩

10000亩

建成面积

8000亩

3000亩

2500亩

2500亩

规划中

3000亩

发展空间

4000亩

3000亩

3500亩

1500亩

规划中

7000亩

《史记》载“禹分天下为九州，豫为九
州之中”。驻马店—中原之中、华夏之中！

这里，位居中原腹地，古为交通要
冲、战略要地，是历代兵家王朝、商贾
富强必争之地；历代朝廷在此设立交
通驿站，西到巴蜀、南达荆楚、东至越
吴，南来北往的皇家信使、商家贵族在
此驻驿歇马而得名—驻马店。

历史悠久

夏属豫州，汉初置郡，元代设府。
是华夏文明、中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
一。是中国盘古文化、梁祝文化、重阳文
化、车舆文化、嫘祖文化和冶铁铸剑文化
的重要发源地。是蔡姓、江姓、沈姓、周
姓、房姓等众多姓氏的发祥地。先后涌
现出韩非、李斯、范缜等众多历史名人。

英雄辈出

红色革命根据地，素有“小延安”之
称的竹沟，是中共中央中原局、河南省
委所在地，刘少奇、李先念、彭雪枫等一
批老革命家在这里战斗。抗日英雄杨
靖宇将军就出生在我们园区李湾村。

山水秀丽

西游记拍摄外景地、中原石林、五
A级旅游景区—嵖岈山，千年古刹—
北泉寺，亚洲最大的禅寺——南海禅
寺，亚洲面积最大平原人工水库有“人
造洞庭”之美誉的宿鸭湖，山水一色的
薄山湖、板桥湖、铜山湖……风景如

画，美不胜收。

交通便利

园区位处郑州与武汉两大都市的
“半日经济圈”内，北距郑州200公里，
南至武汉250公里。是中国西部高原
地区向东部平原地区过渡的分界点。
京广铁路、京广高铁、京港澳高速、大
广高速、二广高速、107国道南北穿境
而过。乘高铁到郑州1小时，到北京4
小时；到武汉1小时，到广州5小时。
高速公路至南京5小时，从园区到郑
州机场、武汉机场仅需1个半小时。
以此为中心，150公里半径圈内口总
数超过5000万人，300公里半径圈内
总人口超过6亿人，市场潜力巨大。

产业集聚

园区突出三大主导产业：化工产
业，医药产业，新材料产业。园区规划六
大专业园区：化工园区、医药园区、新材
料园区、高新技术园区、农产品加工园
区、物流园区。园区入驻企业120多家，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60多家，2015年产
值突破600亿元。中国国电、华润集团、
华能集团、中国通用、杭氧集团、广钢集
团、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法国液化空
气、康师傅等境内外知名企业相继落户。

功能完善

华润、华能、国电三大发电厂，装
机容量为 200 万千瓦，日供应蒸汽

5000吨。现有220千伏安变电站一
座，110千伏安变电站四座。中水厂
一座、污水处理厂两座，日处理能力40
万吨；医药固废处理设施，已建成运
营。西气东输天然气管道，沿园区的
中轴线纵卧南北。园区与市中心城区
实现无缝对接，产城融合，“五网全覆
盖”，“七通一平”已全部完成。

资源丰富

驻马店市辖九县四区，总人口900
万人，富余劳动力300万人。常年粮食
产量700万吨，油料产量110万吨，牛
存栏300万头，出栏生猪1200万头，出
栏羊500万只，均居河南省前五位。

物流发达

投资10亿元，占地937亩建设的
公共保税中心，于2015年12月份投入
运营。投资12亿元，占地830亩的电
子商务园建成并开始运营，中国互联网
三巨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以及B2B
前三强阿里巴巴、慧聪、网库等100多
家已入驻。中铁总公司投资14.6亿元，
占地3000亩的马庄物流港建设项目全
面启动；与该区紧邻的是园区自己规划
建设的7000亩公路物流园区。目前香
港国际福和物流港，昊华化工物流港，
河南驻马店国际国内邮件分检中心等
多家企业已先后进驻。

服务优良

园区建有一栋11层12000平方米
的企业服务中心大楼，建有一栋4层4200
平米准星级的企业服务接待中心；组织抽
派专门人员，为进驻企业办理全部手续，
提供“一条龙”、“保姆式”的服务。企业与
群众、与市直各职能部门实行零接触。

政策保障

对进驻园区的企业，在基础设施
建设、环保设施建设、高新技术研发、
创新创业型建设等方面，给予相应的
政策扶持支持、技术人才支持、财政资
金支持、金融信贷支持。

宜居宜业

驻马店位于淮河北岸，是南北气候
过渡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
明，常年降雨量在900—1200毫米之
间。园区四条120米宽的南北大道，与
十条东西大道交织而成的道路网络。
淮河之源—练江河，接桐柏山脉、伏牛
山脉之水，从西向东流经辖区婉延而
过；沿数十公里长的河两岸，投入16多
亿元建成带状公园，顺水流之势开河挖
湖，两岸种花、养草、植树、建亭；四个蓄
水大坝相继建成运营后，常年河平湖
满、湖河相连，园区如玉带环抱。

发展空间

规划建设6个专业园区，基础配
套建设完善。

昨天，记者就我市、辖市（区）、镇
三级人大如何依法换届选举有关问
题，采访了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
委主任、市选举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陈
国辅。

问：这次市、辖市（区）、镇三级人大
换届选举的主要任务和特点是什么？

答：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中
央和省、市委文件精神，以及省、市人
大常委会的决定，今年四季度至明年
2 月，我市将开展市、辖市（区）、镇三
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这是全市人民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次人大换
届选举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选举
产生市、辖市（区）、镇三级人大代表，
二是选举产生市、辖市（区）、镇三级地
方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我市已是第三
次进行市、辖市（区）、镇三级人大同步
换届选举。300 多万选民将同步直接
选举产生4000多名辖市（区）、镇两级

人大代表，进而由辖市（区）、镇两级人民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辖市（区）、镇
两级地方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由辖市

（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常州市第十
六届人大代表，常州市第十六届人大第
一次会议将选举产生常州市新一届地方
国家机关领导人员。

借鉴以往换届选举的经验，这次换
届选举我们努力做到选民登记的不漏、
不错、不重，仍将组织开展辖市（区）和镇
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与选民的见面会活
动，同时将按照合理调整、相对稳定的原
则，搞好代表名额的分配；还将在优化代
表结构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代表素质，为
增强代表的依法履职能力打好基础。

在这次换届选举中，全市各级人大
工作机构要在同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
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充分体现广
大选民和代表的意志，保障他们依法行
使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

问：选举代表的时间是如何安排的？
答：这次人大换届选举，辖市（区）和

镇两级要同步进行。这包含两层含义：一
是选民登记资料共享；二是辖市（区）和
镇两级人大代表候选人在同一时间内分
别提名，并同时分别投票选举。各辖市

（区）和镇要统一本行政区域内的选举
日，在投票地点、选票设计、票箱设置等
方面统筹安排，组织选民同时、同地分别
投票选举。

全市各辖市（区）和镇的统一选举日
定 为 2016 年 12 月 5 日 。全 市 各 辖 市

（区）、镇在选举日起的 5 日内完成由选
民直接投票选举新一届辖市（区）、镇两
级人大代表工作，并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前开好辖市（区）和镇两级新一届人大
一次会议。2017年2月15日前开好常州
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

问：目前各选区即将进行的选民登
记、核对工作，应着重注意哪些问题？

答：这次选民登记面临着一些新情
况新问题，主要是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
常态和城镇化推进的加快，城乡流动人
口大量增加，人户分离现象比较突出，如
果仅仅依靠选举工作人员进行选民登记
核对，是难以做到不漏、不错、不重的。因
此，市人大常委会选举工作办公室已发
布公告，除了各选区选举工作人员要认
真开展工作，请常住户口在本市的广大
选民主动与工作单位或户口所在地的选
区联系选民登记事宜；常住户口不在本
市、本人要求参加本市选举的选民请抓
紧时间到户口所在地的选举工作机构开
具选民资格证明，然后主动到本市居住
地或工作单位的选区进行选民登记；各
机关、企事业单位应派员主动与所在区
的选举工作机构联系，协助做好本单位
的选民登记事宜。

问：这次换届选举对提名推荐和协
商确定代表候选人，有哪些明确要求？

答：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
成人员，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参加行
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因此，提
名推荐和协商确定代表候选人十分重
要。被提名推荐和协商确定的代表候选
人，除应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较强的群
众观念、在本职工作中发挥带头作用、工
作上勤勉尽责、得到群众广泛认同以及
较强的执行代表职务的责任感和能力，
还应充分体现广泛性和代表性，工人、农
民、专业技术人员、干部、解放军、民主党
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少数民族、归侨
等，都要有适当的比例，代表中的妇女和
非中共党员应有一定比例。按照选举法
规定，提名推荐辖市（区）和镇两级人大
代表候选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政党、
人民团体联合或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
另一种是选民 10 人以上联名推荐代表
候选人。这两种方式提名推荐的代表候
选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都应列入初

步候选人的名单，然后再经过选民的反
复酝酿和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
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在选举日之
前，选举委员会要采取多种形式，向选民
介绍候选人的情况，每个选区至少要组
织召开一次正式代表候选人与选民的见
面会，使选民对代表候选人能够“知名、
知人、知情”，切实维护选民在选举代表
过程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选择权。

问：作为一个选民，应该怎样对待这
次人大换届选举？

答：公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
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
事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是公民享有的各
项政治权利中的一种重要权利。每个选
民应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高
度出发，以主人翁的姿态，关心人大换届
选举，积极参与人大选举活动，要珍惜和
运用好自己的民主权利，在选举中投出
庄严而神圣的一票。

——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主任、市选举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陈国辅
就我市、辖市（区）、镇三级人大如何依法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规范换届选举程序 保障实现民主权利

本报讯 昨天下午，《武进辞典》发
行仪式在武进图书馆举行，这是武进第
一部兼有地方简志性质的百科全书式
工具书。

2013 年 12 月，武进区文广新局与
武进区地方文献研究会牵头，组织常武
地区一批专家学者，启动《武进辞典》编
纂工作。该书所记的地域范围，立足于

清末民国时期的武进县以及 1949 年以
后的武进县（市、区），以保持历史的连
续性和完整性。

《武进辞典》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
版，共 72.2 万字，是武进地方文献丛书
之一。该书上起远古，下迄当代，分地
理、人物、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六大
编，3000 多辞条，附录武进大事简表、

武进历史沿革简表、武进区党政机关一
览表等。书中收录 500 位人物传略，均
系已故武进籍以及出生、生活在武进且
卓有影响的人物。

市民如需购买，可至武进图书馆服
务台，或联系武进区地方文献研究会，电
话：0519—86311215。

（张军 陈荣春）

地方百科全书——

《武进辞典》出版首发

本报讯 昨天，江海相连——江苏
澳门书画作品展在西太湖美术馆开幕，来
自两地8位艺术家的近100幅书画作品亮

相。市领导刘伟、居丽琴出席开幕式。
这 8 位艺术家是：澳门美协会长黎

鹰、副会长廖文畅、澳门书画研究院院长

孙蒋涛、澳门书法院院长陈颂声，南京师
大美术馆馆长张正民、江苏省国画院艺
委会委员叶烂、常州市书协主席叶鹏飞、
武进区美协主席周晓东。

展览将持续至11月16日。
当天，澳门书画研究院常州西太湖

创作基地揭牌。 （王广维 陈荣春）

我市举办苏澳书画展

（上接A1版）
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每个公民最基本、最重要的政

治权利。选民登记关系到每个选民的政治权利能否得到落
实，参加选民登记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希望每位选
民积极踊跃地参加所在选区的选民登记，使自己的政治权
利能得到有效行使。

为了防止选民名单出现漏登、错登和重登现象，凡属于
我市户口的本地选民，都有责任于本辖市（区）确定的选民
登记截止日前，主动持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到本选区设立
的选民登记站进行登记和核对。凡户口不在我市的人员，
一般应当回户口所在地的选区参加选举，如本人要求在我
市的现居住地或现工作地的选区参加选举的，应按照有关
规定，持户口所在地或原工作地的选举工作机构出具的选
民资格证明，在选民登记截止日前主动到我市的现居住地
或现工作地选区设立的选民登记站进行选民登记；以前已
参加过我市现居住地或现工作地的选区选民登记的，这次
可以直接在现居住地或现工作地的选区进行选民登记。

各机关、企事业等单位应主动配合选举机构做好选民
登记工作。如果本单位的人员未能参加所在地选区选民登
记的，应主动、及时地与所在辖市（区）或镇选举委员会取得
联系，以保证本单位的人员依法参加选民登记。

2016年10月18日

公 告
（上接A1版）作为北部新城核心区，新桥镇一定要抢抓
机遇，通过开展创新载体建设、优势产业集聚和城市空
间拓展三大工程，加快城市开发建设进度、促进服务业
发展，努力把新桥打造成为常州乃至长三角区域最具
特色的产城融合示范区。

青龙街道特别邀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王定新
为大家授课。王定新带大家重温了市第十二次党代
会内容，尤其对党代会的具体任务、“一城一中心一
区”建设、推动基层组织建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今后 5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总
体要求作了分析解读。街道机关和各村、社区工作
人员，以及弘辉控股全员参加学习活动。

中国邹区照明产业创客中心举办首期“创业青年
读书分享会”。活动中，参与分享的创业青年分别介绍
了一本创业图书，并且结合自身工作、生活，分享了阅
读体会，并集中学习了市委书记阎立在市第十二次党
代会上所作的报告、常州日报评论文章《践行新理念
担当新使命》等，并纷纷表示要紧扣时代发展主旋律，
为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建设“强富美高”新常州而不
断努力。 （周瑾亮 马浩剑 凃贤平

朱雅萍 张也 王逸君 黄霏）

践行新理念 迈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