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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解放战争时期做“鲁山报告”
纠正当时过激的工商业政策 后来被编入《邓小平文选》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红汛 通讯员 马松昭 乔新强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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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分类广告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大河报广告中心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2 65796171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咨询66565839

公告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郑州市金水区环境监察大队

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

组。请债权人自2021年2月6日
起3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 减 资 公 告

河南舜州建筑劳务分包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410300MA9FP82U30）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5000万元减少至500万元。

请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

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此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声明

●河南五帮一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因法人代表变更,根据实

际情况需要原财务章、合同

专用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缴款人刘新娥交纳的诉讼费

-案件受理费 2300元所出具的

票号为 0872780的《河南省政

府非税收入财政票据》收据联

不慎丢失,因此造成的一切法

律后果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洛阳隆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信

用代码 91410303396782749D）
发票专用章（4103030093722）
财务专用章（4103030092899）
公章（4103030092898）声明作废。

●许昌市建安区硕丰种植专业

合作社财务章(编码 41102330
20037)丢失，声明作废。

●李会朋遗失郑州美景置业有

限责任公司开具的美景麟起

城三号院2号楼2层203户发

票，发票号:12057629金额

壹拾万伍仟捌佰捌拾捌元整,
特此声明。

●许昌市建安区艾庄回族乡码

头魏村村民委员会公章(编码

4110233010993)丢失声明作废。

●田伟，豫(2020)新郑市不动
产权第0003916号,房屋所有

权证遗失,房屋坐落:河南省郑

州市新郑市龙湖镇阳光大道
39号基正•唐宁1號G11号楼
1单元2201特此声明。如无异

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河南省教育质量学会不慎将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
副本)遗失，统一代码（登记
证号）51410000MJY12987
6E，声明作废。

●许昌魏都金太阳涮锅店一分

店(注册号411002328070506)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许昌魏都金太阳涮锅店(注册
号411002280600792)营业执

照正副本和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全称:郑州市红十字会(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12410100MB123
778X1),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
证书丢失,特此公告。

每注金额
16366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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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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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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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 397528元，中奖
总金额为213197元。

中奖注数
4 注

385 注
6920 注
262 注
314 注
27 注

0元
47867元
2506元
200 元
50 元
10 元
5 元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一等奖（7+0）
二等奖（6+1）
三等奖（6+0）
四等奖（5+1）
五等奖（5+0）
六等奖（4+1）
七等奖（4+0）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
金额

第2021017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 注
5 注

191 注
497 注

6755 注
10516 注
82214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3 注

12 注
168 注
263 注

2320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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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1039期

单注金额
1040 元
346 元
173 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892178元。

中奖注数
628注

0 注
1357注

中奖号码：7 4 6
“排列3”第21039期中奖号码

6 7 5
“排列5”第21039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21017期中奖号码

前区17 21 26 29 32后区02 07

6 7 5 7 3

共产党人在鲁山的历史足迹

展厅四周的墙壁上，贴满了充
满历史感的黑白照片，留下了鲁山
县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1929年
共产党人吴镜堂等人就在此建立
了中共鲁山特别支部，带领全县人
民开展武装革命斗争。

1932年11月，贺龙、关向应率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实施战略转
移，经方城县柳河和南召县云阳、
留山、李清店进入鲁山。然后经过
四棵树乡张沟村口，下汤镇沙巴
店，赵村乡朱家坟、中汤、赵村，尧
山镇二郎庙、贾店、四道河、铁匠炉
翻越木札岭进入嵩县。

1934年11月25日，红二十五
军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等带
领下，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
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鄂豫皖革
命根据地的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
陕北转移。11月29日下午2时左
右，红二十五军进入鲁山县熊背乡
孙家庄、买家庄一带。12月1日凌
晨，红二十五军继续西进，入嵩县
境内。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鲁山
县历时3天，行程200余里。沿途
除暴安良，打富济贫，张贴标语，宣
传党的政治主张，扩大了共产党和
红军的影响，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播
下了革命的火种，留下了宝贵的长
征精神。

1945年6月初，王树声、戴季英
率河南区党委、河南人民抗日军进
驻鲁山西部山区。6月10日，在二
郎庙建立了中共鲁（山）西县委员会
和鲁（山）西县抗日民主政府。1945
年7月10日，鲁西县委和鲁西县抗
日民主政府随河南人民抗日军撤
离鲁山。

邓小平“鲁山报告”
后来编入《邓小平文选》

进入纪念馆大门，一楼左边有
一间卧室，里面摆放着一张老式木
床，斑驳的木桌上放着一盏带玻璃
罩的马灯，还有一部手摇电话。

解放战争时期，鲁山县也进行
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由于一
些干部对当地的实际情况不了解，
在土改中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破
坏工商业等问题，也波及了鲁山城
的市场，有的商店被迫关门。 邓
小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认为
这种现象如果不迅速纠正，就会危
及解放区众多老百姓的生计，危及
在中原作战的几十万大军的粮食
供应。

1948年4月25日，豫陕鄂前
后方工作委员会联席会在鲁山县
福音堂召开，会上，邓小平做了题为

《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
策策略》的报告，后来被专家们称作

“鲁山报告”。报告中邓小平谈起工
商业政策问题时，他严肃指出：“像
鲁山街上这个小市场，如果倒闭了，
起码有一万人失掉生计，马上向你
伸手要饭吃………如果我们在工商
业问题上搞得不好，解放区的经济
无法建设，人民的生活要受影响，那
时国民党不叫我们走，我们也得走，
革命就要失败。所以要解决好工商
业政策问题。私人工商业是新民
主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
们要扶助它发展。”

为此，他还提出了几条具体意
见：包括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内，
一律不准没收，不准停业；要和商
人讲统一战线，争取他们支持我们
发行的票子；给商人贷款，让他们
入股等。

光辉党史的记忆和传承

在鲁山县，豫西革命活动留下
了不灭的印记。1948 年 6 月至
1949年2月，豫西区党委在鲁山驻
扎期间，鲁山县的政治、经济、文化
建设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48年
3月，豫陕鄂军政大学在鲁山文庙
成立，并在鲁山县招收了2期学
员，培养了大批军事、领导干部，陈
赓任校长。豫陕鄂军政大学随革
命形势发展不断迁徙、更名，后来
成为著名的“哈军工”。而坐落在
鲁山县文庙的豫陕鄂军政大学旧
址，于2019年被批准为“第八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48年11月，《豫陕鄂日报》
由南阳桐柏地区迁至鲁山县，更名
为《豫西日报》，毛主席亲笔题写报
名，刘伯承在创刊号上做了亲笔题
词，后随河南省委迁往开封，同《开
封日报》社合并为现在的《河南日
报》。

2001年9月，中共鲁山县委决
定将一代伟人邓小平在鲁山工作
居住过的牧师楼作为革命遗址保
护起来。2002年，鲁山县委、鲁山
县人民政府做出关于建立“豫西革
命纪念馆”的决定，馆址就在当年
豫陕鄂边区和豫西区党政军领导
机关驻地及邓小平住宿、办公处。

目前，豫西革命纪念馆已成为
河南省重要的红色旅游景点，先后
有32家单位将该馆命名为各种教
育基地，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又
被河南省委组织部命名为“河南省
第一批红色教育基地”。自开馆以
来，已累计接待参观学习者120多
万人次，其中青少年32.8万人次。

2021年1月27日，记者走进位于鲁山县委大院内的豫西革命纪念馆，里面一幅幅略显模糊的黑白照片，一件件老旧斑驳的木桌、木凳、马灯、手
摇电话等，无不诉说着一段中国共产党人的峥嵘岁月。

“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其间做了一场含有鲁山县西关大街市场调研内容的报告。”豫西革命纪念馆管理办公室
工作人员潘冰娟介绍道。

豫西革命纪念馆又称豫陕鄂前后方工作委员会旧址，总面积4200㎡，展厅面积400㎡。里面展出了邓小平同志在鲁山以及鲁山县早期革命、红
二十五军长征途经鲁山、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图片、文字资料、实物等600多件（幅）。2004年2月，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
华清题写了馆名“豫西革命纪念馆”。2004年8月18日该馆正式对外开放。2006年元月，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题名“鲁山邓小平旧居”。2006年
8月，被河南省政府批准为“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被河南省委组织部命名
为“河南省第一批红色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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