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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7 月 19
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在郑
州举行，学习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副主任刘春良主持会议，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刘满仓、蒋笃运、王保存、
段喜中和秘书长张启生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了《中共河南省委关于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的通知》。与会同志结合思想和
工作实际一一发言，认真研讨交流。

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
文献，是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
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政

治宣言，是指引我们党奋力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全面推进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行动纲领。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
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重点把握讲
话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
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
成果武装头脑；深刻理解总书记提出
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重要意
义，切实做到勿忘过去、把握现在、放
眼未来；在人大工作中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党的
领导，着力服务全省发展大局，更加
注重为民情怀，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要
求，履行好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责
使命。③4

□王红军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对
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
终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
切，永不叛党。”在建党95周年前夕，
当我举起右手，握紧拳头，同全局党
员干部一起，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
词，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同样的
场景，同样的誓言，1994 年 6 月 26
日，即将离开大学校园步入社会的
我，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
员。

大学毕业，我没有眷恋大城市，
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县城。2000年 4
月，在基层工作 6年的我，通过公开
选招公务员考试，以优异成绩考入郑
州市信访局，2005年1月又选调到省
信访局工作。不知不觉中，从事信访
工作已整整16年。

我不会忘记，16年来，因为帮助
群众做了一些我应该做的事情，群众
在意见书上为我写下的赞扬话语，在
手机短信中表达的真切谢意。我不
会忘记，在北京值班接待劝返上访群
众时，因为上访老户的不理解不配
合，我也曾经受过许多的无奈和委
屈。我更不会忘记，2011年元旦前
夕，在北京久敬庄分流中心协调跨省

案件时，在新疆打工的太康县任某夫
妇二人，反映其8岁的儿子在新疆被
一煤矿老板的司机开车两次碾轧致
死，因对当地公安机关鉴定结论和法
院判决严重不满，数次千里迢迢赴京
上访，在案件协调会上长跪不起、痛
哭不已的场景。为了维护他们的合
法权益，我曾往返奔波、多方协调、慷
慨解囊，当这一切在问题圆满解决后
化作任某夫妇长途电话中的一声声

“谢谢”时，我也曾热泪盈眶。
什么是信访？我的理解：“因为

信任，所以来访。”是啊，每当群众来
信来访，许多愁绪可以在这里畅所欲
言的时候，每当我们多方协调督办帮
助群众解决一个又一个信访难题的
时候，每当信访群众在处理意见书上
写下“满意”的时候……我都在想，作
为信访干部，办理好每一封来信、接
待好每一批来访、督查好每一起案
件，就是在用真情和爱心为人民群众
解难，就是我们在用心血和汗水为党
和政府分忧、为党旗增光添彩。

我常常告诫自己：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既然选择了信访事业，就要有
高度负责的态度，有甘于平淡的境
界，有敬业担当的精神，做一名让党
和人民满意的优秀信访干部。③6

（作者单位：河南省信访局）

“不忘初心，重温入党志愿”征文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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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举行

学习研讨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保持正确政治方向 服务全省发展大局

做一名让党和人民满意的优秀信访干部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通讯员 杨之甜）
7 月 19日，林州市骤降暴雨，北部山区最大雨
量达到600多毫米，强降雨造成市区部分路段
积水严重，当地网络、手机信号一度中断。

当天上午9时54分，林州市气象局发布暴
雨红色预警信号，称部分乡镇降雨量已达150
毫米以上。当地消防部门迅速出动，第一时间
赶到被困受灾区域，转移疏散被困居民。

下午 6 时许，记者电话连线安阳市气象
局负责人，他介绍说，当天安阳市全境下雨，
从早上 9 时一直持续到下午，大暴雨主要集

中在林州市东北部和安阳县西部山区。林州
北部最大降雨量达到 644 毫米，平均降雨量
超过 300毫米。

当天下午，记者赶到林州市，发现市区街
道积水情况已有好转。据当地通信、交通部门
介绍，受降雨影响，不少单位的网络、手机信号
一度中断；安林高速全线封闭，从林州市区前
往山区的路段已经实行交通管制；山区部分地
段出现落石和滑坡现象。

来自林州市红旗渠管理处的消息显示，红
旗渠全段至今尚未出现险情。③4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通讯员 王永乐）7
月 19日凌晨起，新乡市普降大到暴雨。截至
19日 17时，全市平均降雨量 98.3 毫米，其中
特大暴雨主要分布在辉县市沙窑乡、上八里
镇、薄壁镇境内，最大降雨量站点在沙窑乡南
坪，达 457.5 毫米，大雨造成境内太行山区多
处山洪暴发。

受此次强降雨影响，辉县市石门水库来水
量较大，已于19日上午10点开始泄洪。19日下
午5时，石门水库泄洪流量仍为400立方米/秒。

此外，辉县市陈家院水库以及卫辉市的塔岗水
库水位均超过汛限水位，卫辉市的狮豹头水
库、正面水库水位也接近汛限水位。

特大暴雨致使多处暴发山洪，尤其是万仙
山景区所在的沙窑乡受灾情况最为严重：通往
景区的道路被冲毁，景区通信信号全无，沙窑村
广场被冲毁，腊江口桥和南沙水桥被冲断，景区
多处山体滑坡。灾情发生后，新乡市消防支队
派出近百名消防队员赶赴一线救援。截至19
日晚上7时40分，共营救被困人员7人。③5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7月 19日下午，省国土
资源厅发布地质灾害预警信息称，当晚到次日，全省
地质灾害预警预报达到红色预警的地区为：济源地
区西部，三门峡、洛阳两地区北部，上述地区发生地
质灾害的可能性很大；达到橙色预警的地区为：安
阳、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地区大部，鹤壁地区西
部，新乡、焦作、平顶山、南阳地区北部，巩义东部、汝
州西部及北部，上述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大。达到黄色预警的地区为：洛阳、郑州、南阳、信阳
大部，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济源、三门峡、平顶山、
许昌、驻马店地区及巩义、汝州、固始，发生地质灾害
的可能性较大。③4

本报讯（记者 李铮 通讯员 王娟）7月 18
日、19日，南阳普降大雨，部分县区乡镇出现大
暴雨，西峡县军马河乡和双龙镇降雨量超过
300毫米。其中，双龙镇化山村降雨量达329
毫米。当地立即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现场
转移群众6337人，各级领导赶赴现场指挥，抢
险队伍和物资迅速到位。

19日18时 35分，南阳市气象台发布暴雨
红色预警信号：南阳、青华、石桥等站点3小时
内降雨将达100毫米。

为保证平安度汛，南阳市积极行动，实行
防汛工作 24小时值班制和领导带班制，密切
监控天气变化，切实保护群众的人身财产安
全。③5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7月 19日记者从省防汛
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悉，当日8时至 18时，我省北
部、中部、西部和西南部普降大到暴雨，部分地区特
大暴雨，全省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暴雨中心位于林州市、安阳县、辉县市、西峡
县。最大点雨量为林州市东岗雨量站，达607毫米，
全省降雨量300~400毫米站点共17处，安阳市平均
降雨量最高，达112毫米。

受强降雨影响，林州市、辉县市部分山区河道河
水猛涨，水库水位陡升。安阳市小南海水库、彰武水
库、双泉水库和新乡市宝泉水库超汛限水位并按照
调度方案实施泄洪。

受上游来水和彰武、双泉水库泄洪影响，安阳河
流量增大。根据崔家桥滞洪区运用预案，安阳河流
量达300立方米每秒时，崔家桥滞洪区将在东曹马至
东柴村一带自然进洪，蓄滞洪水。

崔家桥滞洪区设计滞洪水位 65.75米，滞洪量
0.61亿立方米。据2016年汛前统计，该滞洪区涉及
安阳县的 3个乡镇、65个行政村，现有住户 17818
户、人口8.21万人、耕地面积7.36万亩。本次运用需
转移4.2万人。

记者了解到19日夜间，崔家桥滞洪区已启用，群
众在有序转移。

根据当前汛情和雨情，省防办决定从7月19日
18时启动全省防汛Ⅲ级应急响应（防汛应急响应共
分四级，Ⅰ级最高）。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级各
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全面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采取
有力措施，全力做好蓄滞洪区运用群众安全避洪转
移、水库河道防汛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国家防总、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分别派出工作组赶赴安阳市指导
防汛工作。

截至19日18时，省防办尚未接到人员伤亡和灾
情的报告，全省其他主要防洪河道水势平稳，各大中
型水库运行正常，无险情发生。安阳市启动了防汛
Ⅰ级应急响应，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③4

我省多地普降大到暴雨

全省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林州：通信一度中断

辉县：多处山洪暴发

西峡：数千群众转移

我省发布
红色地质灾害预警

众志成城 抗洪救灾

在林州市河水镇付家沟村，一位村民被石头压到腿部，消防官兵及时到场展开救援。⑨1 李宁 摄

（上接第一版）要联系自身实际，坚
持问题导向，着力提高政治把握能
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
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
力。要加强廉洁自律，自觉强化廉
洁意识，完善各项规章制度，确保廉
洁参政。

谢伏瞻强调，各级党委要高度重
视、切实加强和改进对统战工作的领
导，切实尊重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
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支持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依照章程开展工作。要虚
心接受党外人士的监督，真心实意地
帮助大家排忧解难，真正做到政治上
信任、工作上帮助、生活上关心、利益
上照顾，为他们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
创造更好条件、提供有效保障。

省领导邓凯、李文慧、陶明伦出
席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闵
虹、陈志民、花亚伟、朱彤晖、司富春、
宋丰强、李利英。③5

（上接第一版）与欧洲的经贸往来不
断加深，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希
望考察团多了解河南、推介河南，促
进双方在经济、贸易、文化、旅游等方
面的友好合作，为推动河南和欧洲各
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维奥利卡·丹西拉对邓凯的会

见表示感谢。她说，我是河南的好
朋友、中国的好朋友，之前对河南的
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早有耳
闻，此次亲眼所见，更是印象深刻。
希望能通过此次考察访问，进一步
促进欧洲各地与河南之间的交流与
合作。③4

（上接第一版）助推企业轻装上阵、转
型发展。

陈润儿强调，落实改革举措要科
学谋划，注重实效。注意将改革与降
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结合起来，在
改革的同时坚持搞好生产经营、抓好
安全生产、防范经营风险，以改革促
增效，以改革促发展；注意将改革与
调整结构、淘汰落后产能结合起来，
抓住国家、省里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
机遇，扩大品质好、需求旺、成本低的
产品生产，坚决淘汰规模小、煤质差、
成本高的产品，在改革中调整优化产

品结构和产业布局；注意将改革与推
进创新、加快转型发展结合起来，煤
炭企业要坚守自身资源优势，坚持做
好煤的文章，通过技术、产品、机制创
新，拉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增强竞
争力。下一步省里还将专题研究全
省煤炭企业的转型发展问题，做到协
调发展、赶超发展综合考量，适应性
调整、战略性调整两手抓，力求不仅
解决当前企业的脱困问题，也为今后
全省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谋篇布
局。

副省长张维宁参加调研。③4

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狠抓改革措施落实
推动改革有序进行

邓凯会见欧洲议会跨党团青年政治家考察团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通讯员 陈栋梁）从
19 日凌晨到 22 时，安阳市城区降雨量达到
280毫米，市区主要街道深水处60厘米，不少
街道汪洋一片，到处是抛锚的汽车。安阳市已
紧急启动抗洪防汛应急机制。

记者从安阳市气象局获悉，7 月 19 日 1
时至 19 时，安阳市普降大到暴雨，部分地区
为特大暴雨。强降水主要发生在安阳县西
部和林州东北部。小时最大降雨出现在安
阳县马家乡，为 137.8 毫米,出现在 19 日 11
至 12时。截至 19日 19时，乡镇站点中降水
超过 400毫米的有林州东马鞍 679.5毫米，东

水 503.4 毫米，上庄 503.1 毫米，河顺 679.5 毫
米。

截至当日23时，安阳河最大洪峰达2100
立方米/秒。位于安阳县崔家桥乡滞洪区最低
洼处8个村共1.7万人正在紧急转移。险情涉
及的崔家桥、韩陵、永和三个乡镇共5万人已转
移3万人。市区部分城中村水深齐腰。林州和
安阳县北部通信中断。

19日 22时 30分，副省长王铁赶到安阳市
防汛抗旱指挥部视察防汛情况，亲自指挥督
导。安阳市委书记李公乐在户外视察险情，安
阳市市长王新伟坐镇指挥部指挥。③4

安阳：特大暴雨突袭

本报讯（记者 刘一宁 通讯员 张步高 赵金海）
7 月 18日晚至19日，我省多个地市遭受暴雨袭击，
其中安阳、新乡、济源等地情况严重，消防官兵紧急
出动，及时救援被困群众。

19日，安阳遭受暴雨袭击。林州消防官兵前往
林州兴林街道、林州大菜园村等地疏散被困居民。
林州河顺镇河湾村一居民家有两人因暴雨被困，消
防官兵将被困人员逐一救出。下午，消防官兵前往
安阳县马家乡现场救援。

19日下午1时，济源九里沟突发山洪。消防官
兵到达现场后，从洪水上方引沁渠渡槽到达被困人
员上方，放下救援软梯，被困人员经软梯攀爬至渡槽
后获救。

新乡辉县万仙山暴发洪水，部分游客和村民被
困，消防官兵已到现场紧急展开救援。现场消防官
兵利用救生抛投器将绳索抛至被困地点，将被困人
员接到安全位置。③4

消防官兵紧急驰援灾区

更多内容详见
河南日报金水河客户端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 通讯员 申冬冬 李连军)
7月 19日，河南多地遭遇特大暴雨袭击，安阳、新乡
等地不断出现重大险情，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
胁。驻豫陆军第54集团军接到救援命令后，立即启
动抢险救灾机制，派出多个团的近2000名兵力投入
抗洪抢险。

当日14时许，安阳地区遭遇特大暴雨袭击。陆
军第54集团军猛虎师某装甲团先后派出600余名
官兵分赴多个乡镇执行紧急救灾任务。

受连续暴雨影响，辉县石门水库和宝泉水库分别
进行泄洪，共产主义渠和卫河区域水势和压力较大，大
水冲垮了部分堤坝，急需加固。20时30分左右，陆军
第54集团军迅速出动通信团、猛虎师猛虎团、高炮团
等部队官兵，携带救灾工具赶往受灾地区救援。③4

陆军第54集团军
多路官兵紧急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