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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省十次党代会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10月25日，
“天下为公——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周年书画作品展”在郑州开幕。民
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洁，省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陶明伦，省政协副主席、民革省
委主委李英杰，省政协原副主席、民革
省委原主委毛增华，民革湖北省委有关
负责同志等出席开幕式并参观展览。

书画展由民革河南省委、民革湖
北省委联合主办。展览展出的160余
幅作品，由河南、湖北两省书画家精心

创作，表达了对孙中山先生的深切缅
怀，展现了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和不
断进步的精神。书画展还特别展出了
民革中央画院珍藏的孙中山书法作
品、何香凝国画作品。

何丕洁在致辞中希望广大民革党
员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
想、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积极履行参
政党职能，激发爱国热情，凝聚更多力
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努力奋斗。③5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通讯员
杨之甜）10月25日下午，中宣部《时代
楷模发布厅》许帅先进事迹录制活动
在中央电视台举行。中宣部副部长鲁
炜，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省委常委、
宣传部长赵素萍出席录制活动。

每一个时代楷模都是一面鲜艳的
旗帜。许帅，全国民政系统“孺子牛奖”
获得者、安阳市救助管理站原站长。今
年 9月 1日，他因病去世，年仅 37岁。
任安阳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期间，许帅积
极适应社会治理新形势和救助管理工
作新需要，扎实推进未成年人社会保护
试点，创新探索“公开招标购买服务、医
助结合站内照料”救助管理模式，有效
破解了长期滞留人员安置难题。因积
劳成疾，许帅于2014年12月被确诊为
胃癌四期，他仍然坚守岗位、履职尽责，
以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乐观豁达的人

生态度与病魔作斗争，继续为服务救助
对象忘我工作。他用朴实无华的行动
诠释了救助工作的高尚与伟大，用生命
谱写了一曲大爱无疆之歌。去世后，他
捐献的眼角膜和遗体，为他人送去了光
明，为医学研究作出了贡献。

许帅的先进事迹引起省级、中央
媒体的高度关注，《河南日报》于2016
年7月1日率先进行深度报道，在社会
上引起了强烈反响。10月 25日，《人
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中
央主要新闻媒体及其所属新闻网站对
许帅的先进事迹进行密集宣传报道。
同时，我省迅速掀起了学习、宣传许帅
先进事迹的热潮。

据了解，此次发布活动将于10月
28日晚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届时，中宣部将正式追授许帅“时代楷
模”称号。③5

“天下为公——纪念孙中山先生
诞辰150周年书画作品展”在郑州开幕

中宣部《时代楷模发布厅》
完成许帅事迹录制

▶10月25日，在孟州市奥森人
造板有限公司的生产线上，工人正在
检查设备。该企业新建的年产22万
立方米环保超薄型中、高密度纤维板
项目已投产，产品市场占有率大幅提
高。⑨6 王铮 张泽斌 摄

▼10月 25日，在大唐洛阳热
电有限责任公司刚完成的超低排放
技术改造现场，有关人员在观察设
备的运行情况。该工程投资1.4亿
元，已实现主体竣工，各项参数达到
环保标准，实现了达标排放。⑨6

潘炳郁 摄

本报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全
媒体记者 段伟朵）跨界融合，我们
既可纸上排兵，也能屏中布阵。为
了迎接省十次党代会的召开，大河
网络传媒集团“28号直播间”10月
26日将上线首秀。

为啥是“28号直播间”？28号，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不少老读者并
不陌生，这是报业集团的门牌号。

“28号直播间”的成员都有
谁？首批参与的是大河报时
政 部 的 6 名 女 记
者，随后，热线部的
汉子、财经部的达
人、事业

部的精英均将加入其中。据打探，
大河报摄影视觉部将为直播间提供
强有力的技术支持，高清摄影机、无
人机等设备将悉数上阵。

近日，省委、省政府印发《华夏历
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方案》，“点名”
支持新版河南手机报、金水河客户
端、大河客户端的运营与推广，支持
大河网络传媒集团“做大做强”。此

次大河报打造专业的直播团
队，正是大河网络传媒集团打
造全媒体矩阵的重要一步。

“28 号直播间”系列
直播，将在大河网络
传媒集团所属新媒体
平台全线播出。③6

大河网络传媒集团“28号直播间”今日首秀
相关新闻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10 月 25
日，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天君到封
丘县调研扶贫工作，深入了解该县扶
贫工作整体进展情况、重点扶贫项目
推进情况、年度脱贫目标完成情况，对
该县扶贫工作进行指导。

在封丘县黄陵镇食用菌产业扶贫
基地，吴天君与该基地负责人张俊胜、
技术员张保庆等进行了深入交流，详
细了解基地的运营模式和存在的困难
等。实地调研后，吴天君听取了新乡
市、封丘县关于扶贫工作的汇报，与基
层干部群众代表进行了座谈，对新乡
市、封丘县的扶贫工作给予肯定，对下
一步的扶贫攻坚工作提出要求。

吴天君要求，要围绕年初确定的
脱贫目标，逐村逐户逐人排查，按照

“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查漏补缺，确
保年度脱贫任务圆满完成。要坚持长
短结合，努力构建稳定脱贫致富的基

础。将贫困人口分门别类，着眼于可
持续脱贫致富，因地制宜、因人施策，
有针对性地采取扶贫措施，防止各种
原因的返贫。要以扶贫为契机，加快
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既
实现脱贫，又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吴天君强调，要按照建档的贫困人
口，实现稳定脱贫。黄河滩区群众的搬
迁要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
展相结合，抓住国家实施有关政策的机
遇，率先在全省走出一条符合实际、具
有特色的路子。要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特别是要加强新乡、封丘的“三路
一桥”建设，为长远发展奠定基础。以
封丘县城和几个重点镇区为突破口，
用好国家棚户区改造和我省相关政
策，加快城镇化步伐。要注重产业的
引进，以工业为主，同时兼顾一、三产
业。对需要政府保底的贫困户，要研
究一套稳定、可持续的脱贫模式。③6

吴天君在封丘调研指导扶贫工作时强调

坚持长短结合
构建稳定脱贫致富的基础

本报讯（记者 王映）10月 25日，
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副书记翁杰明
深入位于黄河滩区的国家级贫困县濮
阳范县、台前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时
指出，脱贫攻坚是省委、省政府第一民
生工程，要以“见产业、见收入、见就
业、见就医、见住房、见兜底”为要求，
把扶贫脱贫工作落到实处。

翁杰明一行先后来到范县产业集
聚区丰利石化扩能项目、杨集乡民义村
扶贫就业点、张庄乡黄河滩区居民迁建
试点与台前县产业集聚区电商产业园、
城关镇尚庄村和打渔陈镇东仝村扶贫
就业基地、孙口镇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试
点，看产业、走工地、进农家，实地了解脱
贫攻坚推进情况。翁杰明对濮阳脱贫
攻坚工作表示肯定。他说，濮阳市委、市

政府带领干部群众克服困难，在特色产
业发展、精准扶贫就业点建设、黄河滩区
居民迁建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翁杰明强调，扶贫攻坚要坚持改革
创新思维，积极探索农村宅基地集中使
用、村民房产等财产确权等改革举措，
增强贫困群众财产性收入；要坚持特色
产业带动，结合区域自身资源禀赋与产
业优势，走符合自身特点的产业发展道
路，形成区域脱贫的主要动力；要注重
扶贫就业的可持续性，在方便贫困群众
的前提下，指导企业选好产业切入点，
获取合理利润空间，调动企业与群众的
双重积极性；要继续改善老人儿童等群
体的保障水平，在有条件的区域试点留
守老人集中供养、区域性寄宿制学校
等，让贫困群众有更多获得感。③5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10月 25日
下午，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马懿在郑
州会见了由卢森堡议会法律委员会主
席、绿党党团主席薇薇安·罗斯切特带领
的卢森堡多党代表团一行，双方就进一
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交流。

马懿对卢森堡客人的到来表示欢
迎，并简要介绍了河南省情和郑州市
情。他表示，目前河南省与郑州市正
在大力抢抓“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机
遇，发挥区位加枢纽的优势，依托中欧
班列（郑州）推进连通境内外、辐射东

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建设，着力打造
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重要门户。郑州
与卢森堡在航空货运方面有着良好的
合作关系，“双枢纽”建设有序推进，希
望双方在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上进一
步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薇薇安·罗斯切特说，代表团通过
考察，感受到了河南与郑州的迅猛发
展，卢森堡与河南在交通枢纽建设上
有着很多合作的契合点，愿意推动双
方进一步深化合作，不断扩大合作成
果，增进双方友谊。③5

马懿在会见卢森堡多党代表团时表示

进一步深化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翁杰明在濮阳范县、台前县调研脱贫攻坚
工作时指出

以“六个见”把扶贫脱贫落到实处

□本报记者 卢松

10月 25日，下着中雨，在鹤壁
市蔡庄垃圾处理有限责任公司垃圾
处理场，垃圾处理站站长王玉峰驾
驶推土机，正将堆积如山的垃圾推
平、压实、覆土。握着推土机的操纵
杆，“向前，后退”的枯燥动作，王玉
峰每天要重复上千次。

今年 34 岁的王玉峰，个子不
高，穿着蓝色工作服更显精壮。
2005年从部队转业后，王玉峰在家
待岗两年，2007年进入鹤壁市蔡庄
垃圾处理有限责任公司，做了一名
垃圾填埋工人。

每天，100多亩的垃圾作业面
上，和王玉峰“做伴”的只有全市四

个城区环卫处送来的垃圾。刚开
始，王玉峰受不了这里的臭味儿，就
戴口罩作业，一个挡不住恶臭，就戴
两个，戴两个又闷得出不来气，后来
干脆摘掉口罩。

冬天，推土机驾驶室像个大冰
窖，最低温度零下七八摄氏度。“虽
然冷些，但臭味儿没那么大，最难熬
的是夏天。”王玉峰说，夏天气温高，
垃圾一晒，臭气熏天。一天忙下来，
身上也被熏得臭烘烘的。

垃圾处理场的工作不仅脏，而
且很累人。王玉峰每天早上七点
半到垃圾处理场，认真检查设备，
加满油，便开始工作。上午运送来
的垃圾比较集中，王玉峰一刻不停
地忙到中午十二点。吃过午饭，在

宿舍稍作休息，又继续工作，直到
把当天运送来的垃圾填埋完毕。
元旦、春节期间，垃圾量陡然增多，
王玉峰晚上还要加班，确保垃圾日
产日清。

由于劳动强度大，待遇也不高，
2007年和王玉峰一起进场的七个
工友，如今走得只剩下王玉峰一
人。王玉峰是熟悉推土机、装载机
的机械能手，也曾有朋友推荐他到
建筑企业工作，工资是现在的三倍，
但他摇头拒绝了。“各行各业都需要

人来做，我不能因为工作脏和累就
当‘逃兵’！”王玉峰说，“既然到这儿
来了，就要把工作做好，宁肯一人
脏，换来万家净。”

王玉峰已在垃圾处理场坚守了
近10年。去年公司员工轮岗，单位
领导做出决定，把王玉峰调到工作
环境稍好的服务班。但王玉峰主动
申请，要求继续留在垃圾处理场工
作。他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我是党
员，熟悉垃圾处理场的工作，还能带
新人，应该冲在最前面。”③6

种粮大户刘天华的“五年规划”

基层全媒体连线

扫二维码可查
看更多照片、视频
等精彩内容，欢迎
与我们互动。

时代先锋

刘天华（右三）和小麦专家郭天财（右二）一行在查看小麦播种情况⑨6
魏红 刘飞 摄

宁肯一人脏 换来万家净

大河网络传媒集团自今日起集
中推出一批针对年轻受众群体，符
合网络传播特点的新媒体作品，为
迎接省十次党代会营造浓厚的氛
围。今天推出第一个作品“日历里
的五年”。

“日历里的五年”从90后女生
的视角出发，对比五年前后母亲节、
中秋节、圣诞节等节日的不同过法，
在“时光在变，爱不变”的主线下，点
滴呈现民生改善的方方面面，展现
过去五年我省在建设小康社会、构

建和谐中原道路上取得的喜人成
绩。③6

日历里的五年

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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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魏红 刘飞

10月24日，秋雨淅淅沥沥。商水
县魏集镇种粮大户刘天华蹲在合作社
的麦田里，用手扒拉着泥土，细心地查看
小麦的发芽情况。

“真是一场及时雨！小麦出苗情
况不错！”拍着手上的泥土，刘天华笑
着说。

“2009年，创业之初我们合作社制
订了五年规划，当时有些社员对合作社
的前景还半信半疑。经过几年的发展，
现在大家都有信心了，干劲十足。”目前，
天华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成员从最初
的26户发展到336户，粮食种植面积由
233亩发展到1.7万多亩，农机从2台发
展到70多台。

“去年，我作为全国唯一的农民代
表走进中南海，参加由李克强总理主持
召开的座谈会，当时我向总理承诺要‘多
种粮、多打粮、打好粮’。这两年，由于合
作社采取科学种植，小麦在遭受冻害和
病虫害的情况下，仍实现了稳产，基本兑
现了对总理的承诺。”刘天华说。

“今年3月份，我们成立了由28家

优秀农民专业合作社组成的周口市天
华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变农民‘抱小
团’为合作社‘抱大团’闯市场。现在，联
合社经营土地面积达6万多亩，辐射到
郸城、沈丘等周边地区。”说起这些，刘天
华黝黑的脸上露出笑容。

让刘天华欣慰的是，毕业于河南农
业职业学院的儿子刘记森接棒成了一
名“新型农民”。“儿子学的是种子生产与
经营专业，他的许多见解让我很受启
发。现在，儿子是我的老师。”刘天华乐
呵呵地说。

刘天华也有一些种地的“烦恼”，
比如土地租赁合同期限短不利于农田
基本建设投入等，但他相信，这些问题
肯定会慢慢得到解决。刘天华正规划
下一个五年：“依托‘互联网+产业发
展’建立农机服务和农产品初加工销
售渠道。同时，与产业化龙头企业合
作，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合
作社的效益惠及更多的农户。”③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