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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一宁

九门相照的深宅大院，历经百年
风霜洗礼，依然以庄重典雅的姿态坐
落在安阳市蒋村镇西蒋村。7 月 19
日，记者走进中原第一大宅马氏庄园，
光绪皇帝题写的匾额与“不爱钱不徇
情我这里空空洞洞，凭国法凭天理你
何须曲曲弯弯”的楹联，使庄园主人马
丕瑶“百官楷模”的形象愈加丰满鲜活。

置身 2万多平方米的庄园，时光
似乎在迅速倒流，并定格在刘邓大军
司令部入住庄园的岁月……

1947年 5月下旬，晋冀鲁豫野战
军预备南征。特别是石林会议之后，
野战军加紧了南征的各项准备工作。
6月初，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到达安阳
县（现属安阳市殷都区），司令部就设
在马氏庄园内。

炎热的夏季，庄园里能遮阴纳凉

的树木稀少，两棵相依相偎的古树格
外醒目。它们就是拥有100多年树龄
的紫藤和国槐，被称为“龙抱槐”。当
年，刘伯承和邓小平就在树下运筹帷
幄，指挥战局。

一张作战图、一部军用电话，会议
室旧址里还原了 70年前的场景。当
年 6月 22日，著名的“鲁西南战前会
议”在这里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军
委“打到外线去”的战略方针，部署了
强渡黄河的作战计划。6月 23日，野
战军结束休整，离开安阳，奔赴鲁西
南。

“部队虽然走了，但给我们留下了

红色足迹，留下了护民爱民的故事。”
安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范淑云告诉
记者，刘邓大军驻扎期间严格执行“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就干部作风问题，
邓小平还批评过当时的区委书记杜进
智。

那是 6月的一天，西蒋村农会干
部组织群众收割逃亡地主家的小麦。
邓小平在村外散步时看到一些干部对
收麦群众粗言粗语，就让警卫把杜进
智叫来，严肃地说：“干部是人民的公
仆，是为人民服务的，要教育干部不能
像地主那样对待人民群众。”

为人民服务、把人民记在心上的

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像我这样
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如果没有党员干
部的帮扶，可能一直在家里啃老。”31
岁的西蒋村村民马帅说，因小儿麻痹
后遗症而失去行动能力的他依靠在庄
园附近卖酸奶、领取光伏发电补贴、享
受政府兜底保障甩掉了“穷帽子”。

在安阳，像马帅一样脱贫摘帽的
人很多，仍然奋战在脱贫攻坚战场的
人也不少。“目前，全市有5.74万贫困
人口。按照目标任务，今年要实现
2.14 万贫困人口脱贫。”安阳市委书
记李公乐表示，全市脱贫攻坚已经进
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关键阶段，
围绕精准脱贫完善机制和措施，我们
将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革
命精神激发党员群众的内生动力，凝
聚攻坚合力，确保到 2019 年所有贫
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同步迈入全面小
康社会。③4

□本报记者 赵力文

盛夏时节，信阳的大街小巷，目之
所及，草木绿意盎然……

这是该市以督察整改促污染防治
责任落实，以污染防治求督察整改工
作实效，将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与中央
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紧密
结合的成果。

近年来，信阳市牢固树立“生态立
市”发展理念，着力探索经济社会发展
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发展道路，成
功入选首批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
示范单位，空气环境质量连年在省内名
列前茅。去年，中央环保督察组莅临信
阳期间，对信阳的绿色发展提出了意见
和建议，带来了新的启示和思考。

信阳市先后成立了高规格的中央
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
组、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环
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均由市
长尚朝阳任领导小组组长。市委、市
政府将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和大气
污染防治纳入年度重点工作，2016年
11月以来，市委、市政府先后20余次
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中央环保督察
反馈意见整改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各级各部门凝心聚力、齐抓共管。

2017年，信阳市对中央环保督察
反馈意见认真落实整改，深化大气治理

“三治本、三治标”工作，持续改善全市
环境质量。

强力推进集中供热供暖及清洁取
暖。将中心城区集中供热工程（一期）
作为2017年度全市中心城区30个重
点项目之一，定期召开例会加快推
进。加快平桥区产业集聚区集中热源
改造，目前一期总投资1500万元共3
公里的热力管道已铺设完毕，二期正
在紧张建设。现已完成燃煤双替代
57127户，达省定任务数的95.21%。

积极推进散煤治理。制定了加快
推进燃煤散烧治理实施方案，对排查出
的527个燃煤散烧设施进行登记造册，
目前已全部取缔。积极推进洁净型煤
生产仓储建设，已建成3家洁净型煤生
产仓储供应中心。全面加强散煤监管，
民用散煤销售点已关闭或改建89个，
坚决杜绝劣质散煤流入市场。

严格扬尘管控，加大执法监管力
度。155个需安装扬尘监控监测设备
的工地已全部安装到位并实现了联网

监控。全市252辆渣土运输车统一安
装了北斗定位系统，并固定了运输时
间、运输路线。配备机械化洒水清扫
设备 112台，全市 136条城市道路全
部实现机械化清扫、洒水。

实施企业污染管控及错峰生产。
建立烟花爆竹零售资格准入负面清
单。整治取缔“散乱污”企业1415家，
完成了9家企业特别排放限值提标治
理任务、42家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任务，取缔黑加油站191家，整治餐饮
服务场所275家。

实行网格化监管和“三员”现场管
理。全市各辖区共设置大气污染防治
网格长2955名，网格员、巡查员、监督
员 8865 名。522 个施工工地已落实

“三员”管理制度，派驻监督员、网格
员、管理员1566人。

信阳市不断加大督导问责力度，
初步形成了市领导带头、各市直部门
参与的环境保护督导督察机制，有力
促进了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环境
保护责任的落实。

对中央环保督察交办的案件线索，
信阳市坚决从严从重从快处理，绝不手
软，绝不护短，共查办案件78件，追究责
任101人。目前，中央环保督察涉及信
阳市的7项整改任务已基本完成。

截至7月24日，信阳市今年优良天
数累计145天，同比增加8天；PM10平
均浓度为92微克/立方米，比去年同期
下降8微克/立方米，降幅为8%；PM2.5
平均浓度为55微克/立方米，比去年同
期下降4微克/立方米，降幅为6.7%，三
项指标持续稳居全省第一。③5

本报讯（记者 高超 通讯员 龚小
林）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
年，7月26日，武警河南总队以实况直
播互动的形式，举办“我们的队伍向太
阳”歌咏演唱暨军旅诗词咏诵比赛。

据了解，本次比赛共有18个单位
参加，设 1个主会场和 18个分会场。
整场比赛紧扣传承红色基因、聚焦强
军兴军的主旋律，重温了90年来人民
军队在党领导下走过的光辉历程、建
立的丰功伟业。

《七律·长征》的演绎，寄托了当代
军人牢记长征永远在路上的铮铮誓
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
声表达了官兵忠诚于党的情怀；集多
种艺术形式表演的歌曲《当那一天来
临》，坚定了官兵们勇上一线、敢打头
阵的信念……激情澎湃的歌曲和军旅
诗词，展示了官兵们的精神风貌，不
时赢得评委和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进一步激发了官兵们建设一流部队的
动力。③5

本报讯（记者 卢松）7月 27日，记
者从省残联了解到，我省启动的0~14
岁困难听障儿童人工耳蜗救助工程正
加快实施，目前已有 150名困难家庭
听障儿童顺利装上了“耳朵”。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听障儿童
康复工作，在国家“七彩梦行动计划”
救助项目的基础上，去年年底，在省级
财政4000多万元专项资金的支持下，
省残联牵头组织实施的困难听障儿童
人工耳蜗救助工程开始实施，对目前
全省存量和每年增量困难家庭 0~14
岁、具有手术适应症的听障儿童全部
进行救助，听障儿童家长或监护人可
到户口所在地残联自愿提出申请，以
获得免费手术和康复救助。

据了解，每名符合条件的听障儿

童资助标准包括：由中国残联统一招
标的免费人工耳蜗产品一套；由省级
财政按每人 1.2万元标准给予手术及
调机费补助；由省级财政按每人 1.4
万元标准对术后一学年（10个月）的
康复训练给予补助。省听力语言康
复中心语训部部长闫艳军介绍，目前
国家和省级财政专项救助资金都已
拨付到位。郑大一附院、省人民医院
和 郑 州 儿 童 医 院 3 家 定 点 手 术 医
院，均对该项救助工程开辟了绿色
通道。

据统计，目前全省共有0~14岁听
障儿童3万多名，每年新增2000名左
右；共有听障儿童康复机构 80余家，
每年有 2000多名听障儿童在这些机
构接受听力语言康复训练。③3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梁汇
涛）7月 26日，记者从中国石化河南石
油分公司获悉，日前中国石化在安阳
第37加油站开始销售国六柴油，并同
步在郑州及豫北地区对外批发国六柴
油，这标志着我省新一轮油品质量升
级工作正式启动。

推进油品质量升级是国家大气污
染防治计划中减少污染物排放的重大
举措。按照安排部署，我省郑州、开
封、安阳、焦作、鹤壁、新乡、濮阳 7个
省辖市作为首批国六油品质量升级的
地区，将于 2017年 10月 1日起，不再
销售国六标准以下的汽油、柴油，这比
国家原定时间提前 15个月。自 7月
21日起，安阳地区已率先向社会供应

国六标准车用柴油，其他站点正陆续
进行油品置换。

车用汽油、柴油从国五升级到国
六，油品的环保性能和使用性能均得
到进一步提升。与国五相比，国六标
准车用乙醇汽油的芳烃含量上限降低
12.5%，烯烃含量上限降低25%，苯含
量上限降低 20%；车用柴油多环芳烃
指标含量上限降低 36%，可进一步减
少汽车尾气对人体的危害。

据悉，7月底，郑州、开封等6个省
辖市也将陆续投放国六柴油，9月份全
省完成中石化系统加油站油品质量升
级置换。油品置换期间，中石化国六
汽油、柴油批发零售价格执行“提质不
提价”政策。③5

武警河南总队放歌咏诗迎八一

人工耳蜗全覆盖 项目申请零拒绝

康复救助工程为听障儿装“耳朵”

中国石化在豫启动新一轮油品升级
首批国六柴油率先在安阳投放

百年“龙抱槐”见证历史
——走进安阳马氏庄园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

守护蓝天 为全省生态建设作贡献

因前坪水库建设，汝阳县上店镇西庄村村民将整体搬迁至安置点。做好移民
直补资金发放工作直接关系到移民的生活保障，汝阳县多措并举，积极推进该项
工作开展。图为7月27日，该村移民正在领取移民直补资金。⑨7 康红军 摄

□本报记者 王铮 摄影报道

7月 26日，在南召县留山镇大沟小学，学生们集体为大学生志愿者送行。7月 7日至 27
日，通过为期三周的支教生活，10名河南大学外语学院的大学生已与这里的孩子们建立起深
厚的感情。

这段时间，志愿者为40余名小学生上了200余堂课，给孩子们打开了看世界的窗。“我们
暂时离开了，但我们还会挂念这里，学生的善良淳朴和家长的热情给了我们太多的感动。”大学
生志愿者祖鹏说，“回到学校后，我们要让身边的朋友与社会大众了解这里的困难，并发动更多
的人帮助这里的孩子。”⑨7

支教时日短 师生情谊长

庆祝建军庆祝建军 周年周年

155个
全市 155个需安装扬尘监控监
测设备的工地已全部安装到位
并实现了联网监控

252辆
全市252辆渣土运输车统一安
装了北斗定位系统

136条
全市136条城市道路全部实现
机械化清扫、洒水

话情长，孩子们和志愿者开心合影

伤别离，眼泪成了唯一的语言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记者 7月
27日从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黄河防汛办
公室获悉，近日形成的今年黄河 1号
洪水，预计对我省影响不大，各级河务
部门正积极应对。

7月25日 22时至26日 6时，黄河
中游山陕区间中北部大部地区降大到
暴雨。根据预报，此区域近日仍有中
到大雨，局部暴雨，黄河干流将出现较
大洪水。黄河防总决定，自7月 26日
7时起启动黄河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26日下午，省防指黄河防办紧急
组织召开防汛会商会，安排部署各项
防御工作。各级河务部门正密切关注
天气和水雨情变化，加强防汛应急值
守和巡坝查险，做好随时迎战大洪水

的准备。
记者从省防指黄河防办了解到，

27日洪水演进至黄河龙门水文站（位
于陕西省韩城市龙门镇），1时06分该
站测得洪峰流量为6010立方米每秒，
为黄河2017年第 1号洪水。不过，此
次洪水量级不大，加之小浪底（西霞
院）水库的调度控制作用，对黄河河南
段影响不大。

27日 12时起，河口村水库（地处
济源，位于黄河支流沁河上）按省防办
指令，已控制下泄流量至 260立方米
每秒。

近期我省黄河水情平稳，27日 8
时，黄河花园口水文站流量为 500立
方米每秒。③7

陕西等地遭遇暴雨

我省积极应对黄河中游洪水


